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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郑中砥

导演霍猛制片人周明辉推荐优秀影片

讲一个好故事，讲好有真情实感的故事

霍猛导演向大家推荐了三部

电影，分别是塔可夫斯基的《乡

愁》和白雪导演的《过春天》、滕丛

丛导演的《送我上青云》。

▶《乡愁》

我看电影的时候经常会有很

多内心活动，会思考一部电影的

画面、节奏等多个方面。但是经

常会看完之后就抛诸脑后，一些

剧 情 和 场 景 的 细 节 就 渐 渐 模 糊

了，只在脑海留下一个整体的印

象。这也促使我有一个习惯，一

些经典的老片子我会存着时不时

拿出来看一看。疫情期间每天在

家也没什么事，于是就把很多电

影翻出来又看了一遍，比如又看

了锡兰的《冬眠》，也再看了塔可

夫斯基的《乡愁》和《安德烈·卢布

廖夫》。从个人观影喜好上来说，

我比较偏好作者电影，每次都能

从中受益。经典电影的魅力是永

恒的，每一次翻看都很值得，也把

这样的电影推荐给大家。

▶《过春天》

谈到女性题材的影片，我觉得

首先会想到一批优秀的女性导演，

她们在女性题材上的开掘会更主

动、更深入。白雪导演的《过春天》

非常值得一看。

▶《送我上青云》

我觉得这些新的女性导演创

作的作品其实都很值得关注。她

们描写女性的内心世界，女性的

情感和生活遭遇，刻画得都非常

细腻。

作为影迷，霍猛偏爱作者电

影，伯格曼、锡兰、塔可夫斯基、安

哲、小津、侯孝贤等都是他非常喜

爱的导演。而作为导演，霍猛也在

探索作者表达与商业融合的更多

可能。“商业电影的出发点更多是

要照顾普通观众的欣赏习惯。比

如视觉刺激、比如情节的复杂性和

奇特性等，可能更多是以普通观众

的心理需求作为主要出发点。但

是作者型导演的出发点更多是阐

述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对生活的

认识。当然也会有很多导演能够

做到两者兼顾。”

霍猛以《寄生虫》和《南方车站

的聚会》为例，来解释作者表达与

商业融合的更多可能，“导演完全

有可能在保证自己的表达不受损

失的情况下，以商业化手法、类型

化技巧进行影像表达。《寄生虫》

就是这样的一个融合。《南方车站

的聚会》也在作者性与商业类型

的融合上做得很好。我有时候会

在 想 ，这 是 不 是 会 成 为 一 种 潮

流。”

回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

好莱坞电影，几乎都是同时具备作

者性和商业性的作品。霍猛感慨，

“我们会不会形成一个像当年科波

拉、马丁·斯科塞斯他们一样的创

作潮流？似乎近几年在我们的市

场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趋势。”至

于这股潮流是否能够形成，霍猛认

为很难判断，但是市场对新作品和

新导演的渴望正越来越强烈。“我

希望会有越来越多的新导演、越来

越多有创作个性的电影人出现。”

霍猛说。

当有越来越多创作者以更加

多元的创作视角去讲故事，万流

归宗，终会汇聚成讲述“中国故

事”的磅礴力量。

在电影《过昭关》中，导演霍猛

呈现了一对爷孙俩的夏天，从乡

村出发，祖孙二人骑着一辆三轮

摩托，进县城、探老友，一路旅途

看遍了中国的村镇图景，方言的

使用更让影片充满了浓烈的生活

气息。

在霍猛的创作经验中，不同的

故事有不同的衡量标准，但最终能

够打动人的故事就是一个好故事，

“要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讲的应该

是一个好故事”，霍猛说，“如果我

要写的是一个从自己的生活记忆

出发的故事，那我自己的衡量标准

应该就是能否把故事原汁原味地

呈现出来，同时把自己对那段生活

的思考进行提炼、上升到一个足够

的高度。”

“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人面

对生活的挣扎和痛苦，人被生活

摧残后的那种含着痛的卑微……

这些情感都是共通的。当我们把

这种情感、这些生活写得扎扎实

实了，那我们就一定能够讲出一

个好的故事。”

不仅对于故事内核和叙述手

法要有高度关注，霍猛还认为理

论对创作来说非常关键，“创作者

需要有一个理论参照体系，这样

他的创作才能够具有指导性，理

论一直非常关键，如果完全抛开

理论和基本的美学手法，那可能

就会丢掉很多电影的本质。”

霍猛推荐：《乡愁》、《过春天》、《送我上青云》
中国故事首先得是一个好故事

制片人周明辉向大家推荐的影片

是李安导演的《饮食男女》。他笑言，疫

情之下，做饭或许成为了大家证明自己

存在的重要方式，“练好厨艺，如果未来

有一天不做电影了，还能去开个私房菜

馆儿”，玩笑中带着一贯的爽朗和乐观。

▶《饮食男女》

当下看李安的这部《饮食男女》算

是很应景儿了。这段时间看周围人基

本都是每天在家，不出门、不添乱，在家

自己做饭。现在国内的情况好了很多，

但随着疫情在全球各国的蔓延，国外的

朋友们也开始过上了我们之前的生活，

大家在家里做饭、晒厨艺，用这种方式

证明自己的存在、锻炼自己的厨艺。可

能未来有一天不拍电影了，还能去开个

私房菜馆儿（笑）。

当然这部电影不仅仅关于美食。

李安导演在他的“父亲三部曲”中把台

湾人的情感、命运与时代变迁相交织，

在这种时代浪潮冲击下，写尽了人与人

的情感。

我认为《饮食男女》是值得业内所

有同行一帧一帧拉片的一部电影。片

中关于饮食之欲和男女之情的双层交

织，主题鲜明、扣题极准，三姐妹的情

感、包括父亲的再婚等这些非常复杂的

情感变化，都在李安温情脉脉的叙事中

一一呈现。片中镜头的调度、视听语言

的把控简直做绝了，每一次回家、每一

次吃饭，不同的情感变化、家庭关系、社

会关系，都通过不同的镜头语言和演员

调度全部体现出来了。我一直把这部

电影奉为教科书般的存在。

与大多数电影人常驻北上广不同，

制片人周明辉立足祖国西南，多年来深

耕云南电影市场，探求文艺类影片在云

南自然风土中的落地与融合。七八年

间，他和团队做了百余场电影放映交流

活动，为文艺类影片培植了一批忠实的

观众，也为文艺类影片在云南的放映和

拍摄开掘出更多可能。

2018年，周明辉作为制片人的电影

《天上的孩子》摘得第 42届蒙特利尔国

际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这也给了他更

多信心和勇气，“我们现在有四个还不

错的原创剧本，打算疫情结束后逐步推

进。”四个原创剧本中，《梅里》是周明辉

正在推进的导演处女作，“剧本已经打

磨了挺长时间，之前在国内知名的几个

创投上也拿到一些奖，希望正式复工后

能够尽快启动。”谈及影片的取景地，周

明辉干脆利落地回答，“还是云南”。

在周明辉眼中，云南得天独厚的自

然资源为电影拍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但同时，在“天然摄影棚”的美誉之外，

本土电影摄制团队的建设也不容忽视，

“目前云南省内专业做电影的公司不超

过 20 家，能够保证两年一部影片的节

奏更是屈指可数”。在这样的局面下，

周明辉认为应该回归本源、重视剧本创

作，“我希望大家能改变以前的传统意

识，多在剧本创作前期下功夫、花时间，

让项目更扎实，未来项目落地后得到国

内国际的认可。”

与很多同行一样，周明辉偏爱韩国

电影，“在电影市场开放之前，国内观众

曾经在电影上抱有一种优越感，但是随

着对韩国电影的了解越来越多，我们越

来越敬畏韩国电影。比如我个人非常

喜欢的《空房间》、《春夏秋冬又一春》、

《杀人回忆》、《黄海》等很多韩国电影，

这些影片既有艺术表达，也有对社会议

题、历史变迁的深刻关注，这些都是值

得我们去关注和学习的。”

周明辉担任制片人的新片《青玉》

由韩国导演金基德监制，合作过程中，

周明辉深觉受益匪浅。“这几年相处下

来，深觉金基德导演是一个非常好的导

师，他不仅对我的电影创作产生了很大

影响，而且在电影理论、电影符号学上

也都给了我更进一步的启发，他让我对

电影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而且在片

场工作中，他那种对艺术的单纯和执

着，都让人心生敬畏。他对电影的把

控，对每个人的情绪、现场的每一个细

节都照顾得非常细致，这些都让我深受

震动。”在筹备自己的导演处女作《梅

里》的过程中，周明辉再次邀请金基德

导演担任监制，“金导已经答应了，希望

疫情结束后一切都能正常启动”。

从“重度迷影患者”到影评人、观影

俱乐部创始人，再到青年电影制片人，

未来还即将开始导演生涯，周明辉的电

影路上，一些电影前辈和一些优秀影片

都曾为他点亮过前路的灯火，照耀着一

个青年影人的光影梦想。“王小帅导演

对我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的‘自传三

部曲’，《青红》、《我 11》、《闯入者》都是

我觉得最震撼人心的中国现实主义的

代表作，他影片的叙事结构、悲天悯人

的情怀，对社会问题和世界真相的冷静

审视和客观呈现，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

们学习的。”不仅是王小帅，第六代导演

中，贾樟柯被周明辉称之为“我们的精

神斗士”，“在我 2000 年左右第一次看

到贾樟柯的长片电影处女作，真的改变

了我对电影的认知，一下子觉得‘原来

电影可以这样的’”。

恰是这些前辈影人照亮着电影后

来人的路，在向优秀导演和优秀影片的

学习中，周明辉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电影

创作观念，即“电影一定要有一个强大

的故事内核”。周明辉认为无论是作者

电影还是纯商业类型片，都需要有一个

强大的故事内核，“如果没有故事支撑，

那整个电影就会偏实验风格，而实验风

格的电影对大众的接受程度是一个考

验。我认为任何一个编剧、导演，首先

要做的就是如何讲好这个故事。”对于

如何讲好故事，周明辉更看重生活体

验，“讲故事最重要的不是你有多少技

巧，也不是如何设计结构、怎么去做语

言上的润色，故事最需要的是真情实

感，需要作者对生活有着深刻的体验和

感悟，有了这些才可能写出一个好的剧

本、创作一个好的故事。”

周明辉以他团队中的新手编剧为

例，进一步解释了生活体悟在创作中的

重要性，“我有时候带一些电影专业的学

生，他们 20岁左右，文学基础和视听语

言的基础都相对不错，但是如果要让他

们写一些能真正感动大众的作品，他们

往往很难完成。我认为主要原因就是对

生活的认知还不够，世间的酸甜苦辣，真

正的欢笑和悲伤都未曾经历过，确实很

难写出动人的故事。”周明辉总结写故事

的一条准绳，“想要感动别人，首先要充

分感动自己”。而在青年人的创作中，青

春校园类、爱情题材类的故事往往会写

得更加动人，“这更加证明，写自己擅长

的东西、有足够的生活体验、做足够的田

野调查，写真正有感而发的东西，这个故

事才是有根的。”周明辉说。

随着电影市场的持续发展，电影观

众越来越成熟，对电影故事、影片品质的

要求越来越高，纯粹依靠宣传营销吸引

观众并非长久之计，打动观众变得越来

越难。在这样的背景下做电影，周明辉

认为创作者唯有拿出真心、与观众真诚

相对，才可能会得到观众的真诚相拥。

他以《过昭关》为例讲述了真实情感的力

量，“霍猛导演的《过昭关》就是一个特别

真诚也特别纯粹的故事，一点也不复杂、

一点也不卖弄，但最终就是靠着真实的

情感打动了所有观众”。“真实有根的故

事才不会脱离群众，才会让全世界所有

观众都能感同身受。”周明辉总结道。

周明辉推荐：《饮食男女》
真实有根的故事才能动人

《饮食男女》

编剧：李安

詹姆士·沙姆斯

王蕙玲

导演：李安

主演：郎雄

吴倩莲

杨贵媚

张艾嘉

《乡愁》

编剧：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托尼诺·格拉安

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主演：奥列格·扬科夫斯基

厄兰·约瑟夫森

《过春天》

编剧：白雪/林美如

导演：白雪

主演：黄尧

孙阳

倪虹洁

《送我上青云》

编剧：滕丛丛

导演：滕丛丛

主演：姚晨

袁弘

李九霄

《饮食男女》

国内抗击疫情的曙光隐现，国外多地却开始了全面的疫情攻坚战。中国电影人积极参与抗击疫情的同时，也在认真打磨剧本，筹划

复工后的新项目。本期影人荐片邀请到导演霍猛（代表作《过昭关》）、制片人周明辉（代表作《天上的孩子》）两位青年电影人。他们从导

演和制片人的不同视角分享了自己的创作思维和观影理念。

向优秀电影前辈学习、从优秀电影作品中汲取能量是青年电影人的优良品质。关注国外电影大师、携手国内青年影人，放眼全球优

质新片、反复观摩影史经典，两位青年影人在采访中提及多部中外影片，并向大家推荐了《乡愁》、《过春天》、《送我上青云》、《饮食男女》。

在为大家推荐影片的同时，两位电影人也从自身创作经验出发，分享了对“好故事”的理解。霍猛表示，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一个

好故事”；周明辉认为好的故事一定要有真情实感，“真实有根的故事才能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