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火》

编剧: 北野武

导演: 北野武

主演: 北野武

岸本加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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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李潇荐片：
《方形》、《薄荷糖》、《爱的迫降》、《我的天才女友》

▶《方形》（《自由广场》）

前两天看了这部欧洲电影，第70届戛

纳电影节的最佳影片。这部电影用一出

冷冰冰的喜剧刺破了中产阶级的虚伪和

无奈。前段时间奥斯卡颁奖季之后，集中

看了不少好莱坞商业大片，突然转换口味

看一部欧洲电影，感觉就像吃了一盘凉菜

似的，挺爽口，我挺喜欢这部影片呈现出

的冷冰冰的幽默感。

故事的男主人公是位高级知识分子、

艺术家，他误以为自己遭遇了“仙人跳”，被

人偷了东西，开始自以为是地用各种各样

的方式追查这件事，用尽各种办法之后却

发现他以为丢了的东西根本没丢。但在这

个过程中，主人公做尽了蠢事，需要为这些

事情买单，因而陷入了特别尴尬的境地。

▶《薄荷糖》

我特别喜欢李沧东，基本上他所有的

电影我都觉得很好看。《薄荷糖》是他特别

早期的一部影片，影片的结构很奇特，刚看

开头可能会有点会搞不清楚它的来龙去

脉。影片用跳脱的倒叙手法，截取了主人

公一生中几个不同的节点，而且每一个后

面的情节其实被前面的情节做了解读。我

第一次看完这个电影完全从技术上被他折

服了，这种讲述故事的方式挺好的。

李沧东的电影以文学性著称，影片呈

现的状态大都比较意识流，情节淡淡的、

非常情绪化。但反而这部电影的结构非

常扎实，商业片也可以借鉴。

▶《爱的迫降》

我以前很少看韩剧，总觉得韩剧的格

局比较小，多以爱情故事、偶像剧之类的

为主（我比较偏爱英剧和美剧，基本上所

有英剧都会看）。但是这部《爱的迫降》完

全刷新了我对韩剧的固有印象，看了一集

就一发不可收拾，紧接着把整部剧都看完

了。最直观的感受是韩国同行讲故事的

能力、想象力、编剧技术的纯熟让我觉得

挺汗颜的，我们这些很成熟的编剧现在做

剧本还在套用人家的那种叙述公式，套用

人家讲故事的一些技巧，不得不说韩国同

行挺棒的。

从这个戏也看出来电影和电视剧的故

事并不分高下，它们只是类型不同，并非偶

像剧或者是讲爱情的情感剧就一定比那些

历史题材或者剧情剧要低级，并没有，电视

剧和电影只有好看和不好看的区别。

▶《我的天才女友》（第一、二季）

这个剧我存了好长时间，这两天一口

气把两季都看完了，也粗粗翻了一点“那

不勒斯4部曲”的小说。发现这个剧高度

还原小说，人物塑造、故事、台词等基本都

直接来自小说。

原著小说是非常个人化、体验派的写

作方式，写得非常好、非常细腻，里面的所

有人物都塑造得非常鲜活生动。不仅两

位女主人公塑造得非常出色，更让我惊喜

的是片中对男性角色的塑造。我完全被

这部剧塑造的男性角色给迷住了，每个男

性角色都塑造得特别好，特别有血有肉，

没有简单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好人、坏

人，所有人都非常复杂，而且这些人的情

感逻辑，包括他们在大时代背景下的选

择，都让你觉得合情合理，每个人都让你

能够理解。

我看到很多剧评的关注点都在两位女

主人公身上，但事实上这部剧或者说这个

小说最好的地方不仅在于两个女人之间的

友谊，更在于它呈现了一个群像，写了一群

鲜活的人物，把整个的时代背景、历史背景

刻画得非常到位，这才是这个作品备受推

崇、有这么高的文学地位的原因。

我特别愿意相信这是作者真实经历

改编的，如果没有这些真实经历的话，如

果生活里不存在这些人的话，很难凭空想

象出这么多人物。

《薄荷糖》

编剧：李沧东

导演：李沧东

主演：薛景求

文素丽

金汝珍

《爱的迫降》

编剧: 朴智恩

导演: 李政孝

主演: 玄彬

孙艺珍

徐智慧

金正贤

《方形》（《自由广场》）

编剧：鲁本·奥斯特伦德

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

主演：克拉斯·邦
伊丽莎白·莫斯

多米尼克·韦斯特

泰瑞·诺塔里

编剧李潇导演于淼联袂推荐影视作品

用匠人之心和职业素养打磨每一个创作环节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李潇和于淼这对纵横影视界的“金牌搭档”为大家推荐影片。从电视剧到电影，二人以笔为剑，打造了《情圣》、《来电狂响》、

《大男当婚》、《大丈夫》、《好先生》等多部备受观众喜爱的影视作品。李潇和于淼的电影新作《大赢家》由于受疫情影响而选择线上首播，影片的黑

色幽默气质获得了诸多观众的好评。

编剧李潇从近期的观影片单中为大家推荐了《方形》、《薄荷糖》、《爱的迫降》、《我的天才女友》四部影视作品。导演于淼则推荐了《恐怖分子》、

《花火》、《我这样过了一生》三部影片。

《恐怖分子》

编剧: 小野

杨德昌

导演: 杨德昌

主演: 缪骞人

李立群

金士杰

导演于淼说自己不是李潇那样

科班出身的编剧，所以时时都在“恶

补”，“逮什么看什么”，不仅注意从经

典影片中训练自己的艺术敏感度，也

会从一些不太完美的影片中汲取失

败的经验教训。于淼推荐了《恐怖分

子》、《花火》、《我这样过了一生》三部

中外经典影片。

▶《恐怖分子》

我这两天在翻一些老电影，有的

以前看过之后印象不太深了，有的看

完就过了。站在不同视角、不同年

龄，甚至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去看，每

次都有不一样的心得。经典影片中

有很多东西，不管是作为编剧还是作

为导演，都是挺值得学习的。杨德昌

的这部电影虽然我以前也看过，但是

这次重新看之后还是感到心理上巨

大的震动。我的一个感受是，看电影

学本事，要多看多学，尤其要多看经

典的影片。

▶《花火》

我是一个非常“小气”的人，买了

各大视频网站的VIP之后，就恨不能

把所有VIP专属影片都看个遍。但有

时候也会“踩雷”看了一部充满套路

的电影，这个时候，就需要再看点有

营养、有意思的电影给我“找补”一

点。《花火》就是在“踩雷”之后重新

“找补”的。再看一次，一样感慨，拍

得真是好，就是那种镜头的隐忍、时

空的穿插，以及最后表达出来的那些

情绪都是充满力量的。对这种影片，

我的原则就是多看多学。

▶《我这样过了一生》

35年前的一个金马奖最佳剧情

片，平实地讲述了一个女人的一生，

她年轻时候嫁给一个胸无大志、无所

事事的男人，然后结婚、生子，过着琐

碎的日子，最终垂垂老矣、身患癌症

躺在床上……影片用很细微的一些

细节去做铺垫、埋伏笔、做隐喻，不同

年龄和阅历的观众看到的完全是不

同的东西，而且经过了这次疫情之

后，人的心态和整个社会的状态都有

了很大的变化，也会体会到很多以前

忽略的细节。

有时候我想，看电影其实是一件

特别私人的事情，可能很多人很喜欢、

很推荐的影片，未必适合自己的口

味。所以我的建议是，一个影迷或是

一个电影从业者，其实可以按照某些

片单，以优秀外片为例，比如金球、金

马、奥斯卡，戛纳、柏林、威尼斯等每年

的获奖影片，甚至是豆瓣、IMDB、烂番

茄等一些迷影网站的排名片单，从最

远端一点点看下来，会非常有助于形

成一个自己的电影体系。

好电影太多了，我不太建议大家

一窝蜂去看某些所谓的热门影片。

看电影这件事儿，对于大众来说，它

是一种娱乐，但是对于从业者来说，

这是一个不断学习和看待影视创作

变化的过程，这需要去潜下心慢慢地

体察。

◎专访李潇于淼：

用匠人之心和职业素养打磨每一个创作环节

从2016年的《情圣》开始，李潇和

于淼联手从电视剧领域进军电影

界。五年间，《情圣》、《来电狂响》和

《大赢家》三部影片都获得了观众的

喜爱，二人也以编剧为起点，分别开

始尝试监制和导演的工作。在《情

圣》中二人联合编剧；在《来电狂响》

中，于淼初执导筒；两部“黑马”之后，

在最近的《大赢家》里，李潇也在编剧

之外首次尝试监制的工作。三部影

片下来，李潇和于淼在电影界打开了

一片新天地。

知名编剧、策划人李晓明评价

二人是“高素质的职业杀手”。“职业

杀手说的是职业态度，做编剧这么

多年，我觉得我们算是技法比较成

熟的‘杀手’”，李潇说。而做到技法

纯熟，于淼谦逊地认为靠的不是天

赋，更多是靠踏实和努力，“我不觉

得自己多有才华，一点一点往前走，

更多靠的就是踏实，把手里的活儿

一点点做扎实。雇主交代‘杀谁’，

那我们就干脆利落、非常专业地把

这活儿做好。”

在李潇和于淼的团队里，李潇

担当着舵手的角色，在日常的剧本

创作之外还会带领其他团队成员看

片、写剧评、影评，从这些影视作品

中汲取成功经验。

看剧、看电影是李潇和于淼两

位电影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个“恒定的生活习惯”，吃饭时

在看，健身时也在看。有时候为了

“开脑洞”，为了学习、充电，有时候

则单纯地为了放松和娱乐。但作为

电影人，哪怕是为了消遣而看片，也

经常会忍不住在观影中犯“职业

病”，“一开始是看着玩儿的，但是看

着看着不自觉地就认真了，”李潇感

慨着。

“我忘性特别大，经常看电影不

记名字，可能过段时间连内容也不

太记得。”于淼觉得自己不是记忆力

超凡的天才，但是他仍处在疯狂爱

电影的阶段，也愿意做一块“疯狂吸

水的海绵”，不管大导演、小导演，老

电影、新电影，哪怕并不能够记住每

一个电影的情节，但是看完电影之

后总会留下一些痕迹，“一种感触、

一个形象生动的人物，或者是一种

有吸引力的人物关系，再或是某一

类电影、某一个作者独有的影像气

质。”这些留下的东西都在共同雕琢

于淼对电影的认知和追求，“我觉得

这就跟看书一样，需要一个不断汲

取的过程。”

在大量的看片中，李潇时时提

醒自己和团队不能只看自己喜欢的

某一类电影，而要广泛涉猎不同类

型、不同风格的影视作品，要让自己

的眼界尽可能变得开阔，“电影从业

者不能像普通的影视爱好者一样只

看自己喜欢的、高水准的影片，好的

坏的都要看，有些电影可能评分不

高，但作为从业者，我们应该去看

看、去想想它为什么会评分不高。”

和李潇一样，于淼也不吝啬花

两个小时看一部“烂片”，“再烂的影

片我都能从中挑出它做得好的地

方。”他讲起《编辑部的故事》中一个

段落，大家要互相夸夸对方的优点，

结果谁都夸不出来，但是让大家说

说对方的缺点，整个编辑部就“炸了

锅”。“挑缺点比找优点容易得多，”

正因如此，于淼更重视培养团队成

员发掘优点的能力，“每一部电影都

是一个团队集合每个人的聪明才智

拍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能在

里面找到宝贵的东西，哪怕不能感

动所有人，但它至少感动了这些作

者自己。对创作者来说，找到这个

东西特别重要。”

李潇负责带领大家找到影片中

的闪光点，而于淼则负责“简单粗

暴”地要求团队成员把这种东西写

下来，把学到的东西转化成自己的

创作能力，“甭管有用没用，坐下来

写点东西。” （下转第12版）

▶ 从影片中找优点是创作者的必备技能

导演于淼荐片：
《恐怖分子》、《花火》、《我这样过了一生》

《我的天才女友》

（第一、二季）

编剧: 萨维里奥·科斯坦佐

埃琳娜·费兰特

劳拉·保卢奇

弗朗西斯·皮克罗

导演: 萨维里奥·科斯坦佐

爱丽丝·洛尔瓦彻

主演: 伊利莎·德尔·吉尼欧

卢多维卡·纳斯提

玛格丽塔·马祖可

《我这样过了一生》

导演: 张毅

编剧: 张毅

萧飒

主演: 杨惠姗

李立群

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