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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林琳

2003年，沈东与王珈联合执导了

关于抗击非典疫情的影片《惊心动

魄》；汶川大地震后，沈东与王珈又联

合执导了《惊天动地》。在沈东看来，

如果要用电影表现这次全民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重要的是把这个时代的

精神表现出来，而不止是仅仅局限于

表现好人好事。

挖掘故事背后的内涵和精神

面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样重

大的历史事件，沈东表示，电影人有

责任用影像把它记录下。“此次抗击

疫情中涌现了非常多的平凡英雄和

感人故事，同时，这也使得创作这样

的题材难度很大，电影人需要沉淀、

需要找到事件中内在的精神。”

沈东告诉记者，相比十年前、二

十年前，现在的通讯非常发达，社交

网络、自媒体等各种渠道对于事件的

报道带来了大量的一手信息，视频直

播更是非常及时和全面。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影视作品还

仅仅是复原或再现当时的情景，不仅

不能体现出真实感，甚至会有些拙

劣。“如果比真实，电影比不过现实的

真实。这次疫情中，通过各类媒体，

有太多真实的事件已经呈现在所有

人面前，电影是无法简单模仿和再现

的。”

在沈东看来，电影创作需要透过

现象看本质，挖掘故事背后的内涵和

精神。“这次疫情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灾

难，更是全人类的灾难，想要拍摄好这

样的题材，需要创作者慢慢深挖。”

对于如何深挖，经验丰富的沈东也

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创作者首先要明

确自己通过影片想表达什么，自己的诉

求是什么。“如果是仅仅重新讲述人们

所熟悉的英雄模范人物，在过去影像资

料不详实的年代可以，但现在直观记忆

如此清晰，尤其是再现真实的英雄人

物，观众必然会把人物和原型对照，难

免让电影流于复制和模仿。电影人需

要找到一个独特的切入点，重要的是把

这个时代的精神表现出来，而不止是局

限于表现好人好事。”

后疫情时代，大银幕和小屏

幕的界限会更模糊

沈东认为，由于电影是一个群体

创作、群体观赏的艺术，所以疫情对

于电影行业冲击很大。“除了储备优

秀作品外，电影人也不得不考虑新的

播放模式对电影行业产生的影响。”

他表示，疫情期间让网络平台更加活

跃。网络上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网

络电影、网剧。“未来，电影的发行渠

道会越来越多样，尤其是通过网络发

行今后会成为一种趋势。”沈东表示，

虽然这样会给传统的影院带来不小

冲击，但电影院，以及产业各环节的

公司都应该去适应这种趋势。也正

因如此，现在很多电影公司都对线上

播放持一个开放但谨慎的态度。

作为一名电影创作者，沈东表示

自己也正在面临发行方式的选择。

“线上线下发行的电影制作标准差距

还很大，因此现阶段要求制作者提前

想好自己作品的发行渠道。”

“不过，对电影来说，最重要的还

是内容。”沈东表示，无论是大银幕还

是小屏幕，始终是“内容为王”。未

来，大银幕和小屏幕会进一步融合、

互补，两者的界限也会逐步模糊。

在导演张弛看来，新冠肺炎疫

情持续的时间比预想的长，给中国

电影产业带来了不少困难，但中国

电影整体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春节之后，我还认为疫情充其

量只是一两个月的事情，但现在看

来时间确实比较长，尤其是影院的

暂停营业，让电影暂时失去了一个

最重要的舞台，但中国电影整体向

好的趋势没有改变。”提及电影业按

下了“暂停键”，导演张弛既忧心忡

忡，又充满信心。

张弛表示，作为一名电影人，要

让自己努力适应当前的环境。“电影

的内容永远是最重要的，这段时间

恰好给导演、编剧一个思考的空间，

进一步打磨自己的作品。”他告诉记

者，这段时间可以让创作者更加沉

浸到自己的作品中，也更加脚踏实

地。电影行业这些年还是有些浮

躁，通过疫情“降温”和“降速”回归

到实实在在的创作上也是好事。

展望未来一段时间的电影市

场，张弛认为一些大投资、需要超高

票房的项目在未来一两年可能有所

减少，但一些中小成本影片可能会

大量出现。“中小成本影片中会有更

多现实题材的影片，我们也一直在

呼吁多创作现实题材影片。任何事

都有两面性。我们当然希望尽快恢

复常态，但现阶段电影人也不能就

此停滞，利用现有的资源创作一些

优秀作品。”他表示，在这样一个特

殊时期，电影人同样有机会创作优

秀作品。

谈及创作，张弛认为电影本质

上要讲一个好故事。“这是电影一个

重要的职能，观众能够坐下来看一

部电影，也是因为首先有一个好故

事。”

张弛说，即使涉及再大的主题，

也要聚焦人物、讲动人的故事。“创作

者可能会面临全面脱贫奔小康这样

一个大主题。但即使再大的主题，也

要找到典型人物，讲一个能够感人的

故事，这正是对电影人的考验。”

他表示，在大的时代背景下，讲

好小人物的故事，关键是真实可信，

让观众觉得这个人物真实存在。电

影很重要的一点是具有传播价值，

如果一部电影没有人看，再小的投

资成本也是浪费。

对于如何做到真实，张弛表示，

电影要在大的真实下，艺术地展现

一些小细节，但这种细节的创作要

符合生活的逻辑和经验的常识。

编剧出身的“80 后”电影人田羽

生认为“天下电影，唯真不破”。真实

永远是最感人的，创作者在创作中应

尽量贴近真实。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临并

影响深远，但田羽生所在的影视公司

这段时间并没有停下脚步。“我们一

直是‘两条腿走路’，在不断开发院线

大电影的同时，也在研发网络电影。”

田羽生告诉记者，疫情期间，他

们一方面在打磨剧本、储备项目，同

时也针对网络平台开发一些项目。

在他看来，互联网给人们的生活带来

了很大变化，如何以开放的态度拥抱

互联网，也是电影人今后需要思考的

问题。

提及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田羽

生表示，现在的年轻人出生在和平年

代，这次疫情是“80 后”、“90 后”经历

过的最大规模的灾难。这次疫情期

间，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团结，看到

了无数平凡英雄挺身而出。“很多人

在严峻的疫情下，还能保持积极乐观

的态度，这都是可歌可泣的。经历了

这次灾难，对每个人都是一次成长。”

谈及电影创作，他表示，中国电

影要坚持走现实主义路线。“现实题

材影片取材于生活，扎根人民、扎根

生活，在生活中寻找观众喜闻乐见的

人物和故事。这是中国电影的优良

传统以及未来发展的重要创作方

向。”

编剧程晓玲曾多次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

奖。她担任编剧的电影《喊过岭的故事》、《清水的故

事》、《海的故事》被称为“现代乡村三部曲”。干了大半

辈子编剧工作的程晓玲对这一职业仍充满了敬畏。“编

剧的世界观决定了作品高度。如果编剧的价值观稍有

偏颇，很可能给观众带来很不好的影响。”

也正因有此想法，正在创作新剧本的程晓玲时常

感到如履薄冰。而借着疫情期间居家这段时间，她又

把新剧本改了多次。

“一名好的编剧与其技巧优劣无关，重要的是他对

生命价值、生存状态的认知。编剧的世界观决定了作

品高度。主旋律作品如何才能写好？好编剧可以让作

品本身和观众发生共鸣。这是创作者最应该思考的问

题。”

在程晓玲看来，作为编剧，要深入了解生活、事件

和人物，不能主观臆想。“不是真实发生的，不是人们真

实需要的，都没必要去表现。”

此外，她还呼吁要完善年轻编剧的基本生活保障，

这样才会有更多的编剧有精力去关注生活、关注时代，

以及关注英雄、关注生命，同时进一步提高中国电影的

质量和水平。

作为青年导演，霍猛认为，成长过程中不奢望走捷径

是一个重要的态度。学习、积累的过程中出现焦虑和困境

时，只能说服自己坚持下去，并努力让自己不失掉信心。

疫情期间静心写剧本

在霍猛看来，伴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高速发展，同时

确实也有“赶活儿”、“追热点”的现象。“疫情这段期间，可

以让编剧、导演更从自己内心出发进行创作。疫情之后，

希望能涌现更多优秀的、发自创作者内心的好作品出现。”

他同时也表示，这种创作思路不应该是因为有疫情才出

现，这应该是电影人一贯的创作态度。

谈到自己，霍猛正在筹备一部关于成长的电影。“疫情

之前已经写完一稿，这段时间正好可以静下心来重新构

建、修改这个剧本。”霍猛说这个剧本原本只是一个相对简

单、带有一些悬疑感的故事，但现在他想把剧本改成一个

聚焦时代变化、关注人物命运的故事。

拍电影没有捷径

作为一名青年电影人，在学习和成长过程中难免会有

一些困境和焦虑，但霍猛认为“年轻电影人在成长过程中

不奢望走捷径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在他看来，无论是

要创作剧本，还是拍摄电影，关键在于对生活多观察和多

思考。“我们处于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创作者如何既接收

到大量资讯，又能够有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至关重要。”霍

猛说这是世界观、价值观的养成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可成，

在这个过程中唯一的方法就是坚持，并让自己的心态更加

积极乐观。

谈及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霍猛认为，拍任何影片都

会有一个时代背景，而在现实题材影片中，时代背景更是

嵌入电影表达系统中的。“人物和时代的关系是这类电影

的重要表达。此类电影需要创作者有丰富的人生阅历。

对于时代的印象和理解，如何还原时代，如何把时代背景

和人物契合、交织起来，这都是创作者需要考虑的。”

电影市场繁荣能带来良性循环

在霍猛看来，近些年中国市场的繁荣发展开启了一个

正向循环，由于中国电影市场的规模和影响力越来越大，

出现了更多的电影节和电影公司，从而会吸引更多的资本

进到电影行业，行业需要的人才同时也多了起来，因此无

论是年轻的电影人，还是文艺片、纪录片等小众类型的影

片都得到了更多展示机会。

他同时表示，未来市场恢复之后，要进一步规范电影

市场，严厉打击盗录盗播和偷漏瞒报票房等行为，规范互

联网售票平台业务，促进形成公平合理的市场秩序。希望

各级电影主管部门围绕健全现代电影产业体系和市场体

系，加强制度建设和政策保障，加大执法力度，确保中国电

影市场走在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唯有如此才能形成良好

的产业生态、培养更多产业各类市场主体和人才，尽快实

现电影强国梦想。

导演、制片人沈东：

电影要表现出时代精神

导演张弛：

电影本质上是讲个好故事

导演陆庆屹：

把值得书写的故事拍成电影是我的使命

编剧、导演田羽生：

天下电影，唯真不破

编剧程晓玲：

编剧的世界观
决定作品高度

导演霍猛：

青年电影人
没有捷径可以走

■■文/本报记者 林琳

■■文/本报记者 林琳

“我始终觉得每一个人身上都有

值得书写的故事，把这些人和故事改

编成电影是我的使命。”《四个春天》

的导演陆庆屹虽不善表达，但在短暂

的交流中，记者却感受到了他对于电

影、生活的那份朴实和真诚。

电影是实践行业，

希望疫情尽快结束

疫情暴发以来，陆庆屹每天花时

间最多的就是读书和筹备剧本。“疫

情期间确实少了很多应酬，可以让自

己静下心筹备剧本。”不过，陆庆屹坦

言这种“自学充电”的效果其实有

限。“电影是实践行业，最终还是需要

更多人在一起交流、实践。”

身为产业上游的创作者，会比院

线、影院的压力小一些，但陆庆屹同

样具有强烈的紧迫感。在他看来，

“电影产业的哪个环节遇到困难，都

会牵扯到每一个行业从业者。”

目前，陆庆屹在筹备下一部大银幕

作品的同时，也同时准备尝试一些小体

量、可以在其它渠道播放的作品。对他

个人而言，这既是一种新的尝试，也是

现有条件下的迫不得已。“电影人无论

如何都要向前继续走。”不过，他也表

示，在可见的未来，电影院和大银幕还

是不可替代的。“在大银幕上，电影制作

的水准、艺术表现形式、展现细节的丰

富性，都是小屏幕无法替代的。”

熟悉才可能真实，

真实才能具备力量

“什么是英雄？其实很难去定义。”

在陆庆屹看来，面对生活时，每个人都

可能成为英雄，“我始终觉得每一个人

身上都有值得书写的故事，把这些人和

故事改编成电影是我的使命。”

在陆庆屹上一部大银幕作品《四个

春天》中，他以自己的视角，审视整个家

庭二十来年的变迁，影片中体现的人或

事既平凡，又动人。“我喜欢聚焦小人

物，表现个体命运、家庭命运。”陆庆屹

告诉记者，无论是否有这次疫情，他都

会去关注关于时代和人生的故事。

在他看来，创作者要选择自己熟

悉的题材，从中挖掘真实的东西，因为

只有真实才能使作品具有一种力量。

陆庆屹认为，创作者要选择能够打动

自己的人或事，同时还要考虑这份感

动是否能够通过电影作品去打动更多

的人。“创作其实是一个找人的过程，

我认识的人、我爱的人，甚至是我讨厌

的人，他们都有自己人生的故事，我要

找到他们人生的驱动力。”

具体到陆庆屹个人，他表示自己

更喜欢温暖的，具有东方哲学、东方精

神的故事。“比如那些隐忍、复杂，具有

多面性的人生或者故事。我还对遗憾

的故事很痴迷。人生在作出一种选择

后，就很难得知当初如果选择另一个

会是怎样，但电影可以去表现。”

■■文/本报记者 林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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