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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克纯

难以忘怀的姜树森导演

■
文/

卢
燕

1985 年 8 月下旬，正值酷暑难熬

的炎炎夏季的一天，后来任广电部

（广电总局）副部长（副局长）的赵实

突然无约出现在我在东长安街偏搭

的小破房门口。她那谦逊善良的笑

容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她递给我一

本《小说月刊》，告诉我她是来找我

演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女人的力量

中的一号女主角。我很快地读完了

小说，但拿不准这个角色是否适合

我，我认为我不具备演女干部的气

质。在 80 年代中期，改革这个词汇

在人们的脑海还是很盲然而不具体

的。特别是女改革家是什么样？我

立刻拿着剧本找到我的好友、电影

导演黄健中，请他看看小说，帮我鉴

别一下。他读完后对我说：“这个女

性很适合你”！ 就这样，我和赵实立

刻登上了去长春的列车。

来到长影摄制组，第一面见到姜

树森导演，一位典型的大嗓门 ,大大

咧咧的东北中年女性，直言不讳地

告诉我：“这是长影今年的重点影

片，是今年国庆的献礼片。”她还强

调，时间很仓促，拍摄制作不能延误

或出半点纰漏。我被匆匆推到化妆

间，化妆师毫不犹豫剪掉了我的长

发。在厂区内试完胶片，摄影机刚

一停，姜导演就对我说：“就你啦！

要 是 拍 砸 了 ，导 演 就 打 你 的 名 字

啊！”这不过是玩笑，我心里一点儿

也没在意。

一星期之后来到了辽阳化工厂，

整个影片的拍摄场景将都会在这个

区域里。几天的拍摄下来以后，摄

制组送回了第一批样片到长影。一

天旁晚拍戏归来，姜导演找到我说：

“我刚和厂领导通完电话，他们看完

第一批样片后有些但心，觉得你演

的女厂长显得弱，不像厂长！”我当

时什么也没解释。只是想厂领导压

根不知道样片是哪场戏，是什么规

定情境。我对姜导演说：导演你看

这样行吗? 我每天收工后会到您的

房间，把第二天要拍的戏和镜头跟

您沟通，我会告诉您每一场戏我怎

么演。从导演屋里出来，我感到一

阵轻松。实话实说，当时我心里虽

然有压力，但并不到委屈或畏惧，我

在中戏是全优生，特别四年的表演

课，没有让所有的老师们失望过。

我认为我有能力以中戏的学术教学

体系的技巧，来完成中国银幕上的

第一个女改革家——黎莎的形象塑

造。第一批样片刚返回到摄制组，

还没等到剧组看样片，我就跑到剪

接师的房间里，把样片在剪辑机上

从头到尾摇了一遍。看完后我放心

了。第一批拍摄的镜头几乎都是我

刚接任厂长的头几天，厂里有些年

轻工人故意捣乱和刁难我，时时事

事让我陷入到窘迫难堪的境地。

演员接到一个新角色要和导演，

其他演员，全组的工作人员磨合是

完全正常的。姜导演人很直率，这

和我的性格也很相似。作为导演，

她是全剧组的核心，她有对整部影

片的责任感。她的导演意图必须通

过我的表演来再现，担心我演不好

也是完全能理解的。我是一个执拗

的人，对此时的情况我选择了沟通、

协商、协调的工作方式。我要让导

演理解我、懂得我、信任我。有时在

拍摄现场，她常常过来给我做一些

示范，说心里话，我并不喜欢别人给

我做示范，我是极有悟性、尊重他人

的演员。和姜导演的合作一开始并

不是万般顺利，我知道她很喜欢方

舒的表演，在这之前她们已合作过

两次。我对自己说：“接受考验的时

刻到了，我不是方舒，我是李克纯！

是我演黎莎！” 渐渐地我和导演在

拍摄现场磨合得越来越好，因为每

天拍摄紧张，我天天有戏，不容我有

更多的时间去准备大段的台词，特

别是归于工厂管理方面的台词。如

果只是过场戏，姜导演就让赵实蹲

在摄影机旁给我提词，有些镜头就

是这样拍摄下来的。有一次姜导演

刚喊完“停”，她就自言自语开玩笑

说：“这王八犊子（指我）她连词儿都

没有，她还不紧张！没辙！”至今我

也不能说，我和导演之间是谁接受

了谁。我经常和导演开玩笑：“导演

奶奶！我叫奶奶还不行吗？您是要

我演黎莎呢，还是要我演姜树森？”

一部电影只拍摄了 25 天，这在

80 年代拍电影还是头一回。 影片送

到电影局审查，反应非常好。小说

原著雪珂和丈夫柯云路看完影片后

对姜树森说 :“您选的演员选得太好

了。 您去哪儿找的? 这正是我笔下

的黎莎。事后姜导演对我说：“那次

找你谈样片的事儿，你没哭。你要

是哭了，我就可能下决心换掉你。”

还说，“长影有人说，哎！你找的这

个厂长太年轻，看着咋还没秘书大

呢！”该片获得广电部优秀影片奖，

我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

提名。我和姜树森导演的合作只有

这一次，后来我们虽没有更多的密

切往来，但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之

间的信任和友情在以后的 30 年中是

一直存在的。

在 1986 年的发奖会上，姜树森

导演把我推荐给北影的董克娜，她

当时正在筹拍《谁是第三者》。事后

很多年我一直想，没有姜树森导演

的《女人的力量》，也就不会有我主

演的《谁是第三者》。《谁是第三者》

把我领入到表演学术的另一境界，

因而我获得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提

名。谢晋导演因此风风火火上门找

我演《最后的贵族》。主演《女人的

力量》虽然没能使我大红大紫，但此

片奠定了我演艺生涯的另一台阶。

我一生中有很多人帮助过我。姜树

森导演是其中重要的领路人，当你

回头人生路，你不会注意你所站的

制高点，你会深深回目走过的足迹，

思念那搀扶过你一把的人，让你更

深 地 体 味 人 生 中 的 信 任 、友 情 和

爱。姜导演那坚强执着、严肃认真、

诚恳乐观的人生观和态度，以及给

予我母亲般的呵护和关怀，让我感

叹：我是当代中国电影史中的一位

幸运者！

难以忘怀的您，我的导演奶奶！

（作者为原北影厂表演艺术家）

对于好莱坞女明星来说，在

银幕上建立起超级女英雄或者

动作女侠形象，并非只能凭借出

演漫威或者 DC 电影才能实现。

实际上，尽管动作类型对女演员

来说是一条颇为艰难的发展道

路，仍有查理兹·塞隆为代表的

一类实力派动作女星，在好莱坞

大银幕上留下了许多部精彩作

品。在塞隆二十多年的从影生

涯中，她很早就从金发碧眼、明

艳动人的“花瓶”形象成功突破，

转型为演技成熟、形象多变、气

场强大的实力演员，2004 年自毁

形象出演的《女魔头》让她捧得

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随后不断

拓宽戏路，尤其在动作片领域取

得极大成功，从最初的《偷天换

日》和《魔力女战士》到近年来广

受关注的《疯狂的麦克斯：狂暴

之路》和《极寒之城》，再到 2020

年 携 手 Netflix 推 出 的 网 络 电 影

《永生守卫》，我们看到了一位女

演员动作片生涯的不断进阶。

塞隆从小就和动作片结下了

不解之缘，她的母亲痴迷于老牌

动作男演员查克·诺瑞斯和查尔

斯·布朗森的作品，父亲钟爱乔

治·米 勒 的《疯 狂 的 麦 克 斯》系

列。塞隆坦言“我就是看动作片

长大的……从那个时候就确定了

我以后的事业”。不过，塞隆直

到 2004 年获得奥斯卡奖之后才

有机会在动作片中担纲主角，出

演《魔力女战士》。但是在当时

的创作和接受环境中，虽然付出

了巨大艰辛，影片的商业票房和

口碑却不尽人意。对于女演员

来说这一点尤其令人焦虑，因为

在好莱坞，“这一类女性动作英

雄的影片很难成功，机会实在少

之又少。直到《疯狂的麦克斯：

狂暴之路》才真正改变了我的动

作片发展轨迹。”塞隆所说的动

作片发展轨迹指朝两个方向的

拓展，一是以制片人的身份加入

作品的决策团队，二是进行大量

刻苦训练，弥补自己缺乏格斗、

武 术 等 动 作 基 础 的 不 足 ，在 外

形、力量和技巧等多方面强化动

作要素。

不得不提的是，在为电影的

动作场面进行训练的过程中，塞

隆从一开始就付出了比别人更

多的汗水。比《魔力女战士》早

一年推出的《偷天换日》是一部

充满飙车追逐特技的动作片，演

员们在影片开拍前共同接受了

为期六周的训练，塞隆是演员班

底中唯一的女性，比对男主角马

克·沃尔伯格训练的三周就受不

了 360 度空中旋转而呕吐不止，

塞隆咬牙挺过了各种高难度动

作，颇有巾帼不让须眉之感。片

中高难度动作全由塞隆亲自完

成，这让她意识到自己有拍摄动

作片的天赋，后来在各种动作拍

摄中都亲身上阵。

优秀的动作演员能够胜任各

种不同动作风格，塞隆在这方面

称得上是女演员中的代表。《魔

力女战士》中的塞隆身手矫健敏

捷，其拍摄风格以令人眼花缭乱

的快速剪辑为鲜明特征，而要体

现出表演者更加专业扎实是动

作魅力，则非一气呵成的长镜头

拍摄不可。塞隆流畅的打斗技

巧在《极寒之城》和《永生守卫》

中得到充分展现。塞隆身兼《极

寒之城》的制片人，一开始就为

影片确立了冷峻纪实、充满酷劲

的动作风格，用 7 到 10 分钟的连

续镜头展现打斗场面，用塞隆自

己的话说，“我认为过多的剪辑

是一种欺骗式的动作”。这对现

场拍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导演

大卫·雷奇是特技演员出身，前

有《疾速追杀》和《死侍》系列的

成功，这也是塞隆选择与其合作

的主要原因。片中塞隆的动作

如舞蹈般行云流水又干净利落，

充分还击了业界的可笑看法，认

为“女人竟然像男人一样打斗”。

不过说到动作和特技拍摄，

给塞隆留下最难以磨灭印象的

还要属《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

路》。问及拍摄此片的感受，塞

隆反复强调“太难了、太苦了，是

与那种需要长镜头拍摄的创作

方式截然不同的艰苦卓绝”。影

片的视觉风格极尽炫酷，关键是

导演不喜欢让演员吊着威亚飘

来荡去，因此所有扒车、跳车、爬

车、在急速奔驰的汽车上乱斗的

场面全部由演员在没有外界辅

助的条件下自己完成。演员们

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契合了

导演的创作思想——“《疯狂的

麦克斯》要让你感到彻彻底底的

筋疲力尽。”影片的确让演员们

筋疲力尽到缓不过劲来。受苦

受累的拍摄过程没让塞隆屈服，

反而让她对表演、对动作类型、

对女性角色有了新的体会，“这

对我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机会，我

头一回真切彻底地体会到了西

格妮·韦弗在《异形》系列中扮演

的雷普利中尉这一角色的伟大

力 量 …… 为 我 打 开 了 一 个 新 世

界。”

一路走来，问及塞隆为什么

敢于不断尝试诸如《疯狂的麦克

斯：狂暴之路》中的弗瑞奥萨或

《永生守卫》中的安迪这类女英

雄角色，我们能够发现，作为一

位在好莱坞奋斗多年的知名女

演员，业界和观众对女性角色和

女性形象仍带有刻板偏颇的理

解。“对我来说，当我们探讨表达

的时候，不是表达种族和文化，

而是表达女性。我能切身感到

银幕上表现女性冲突题材的匮

乏。作为演员，我一直以来对杰

克·尼克尔森和罗伯特·德·尼罗

这样的男演员心存强烈羡慕甚

至嫉妒，他们什么样的角色都能

去演，但是女演员则很少能或者

这样的拓展机会。这个社会对

我们的认识或许还停留在圣女/

妓女这一二元对立的情结之中，

女演员要么能把妓女角色演好，

要么把母亲角色演好，但是在二

者之间，人们还没有勇气去尝试

和开拓。”这或许是塞隆作为一

位女演员的心声，希望通过优秀

的动作题材打破女性角色的束

缚，塑造真实的、多元的女性形

象。

（作者为华裔电影艺术家）

“如果一个民族连母语都不会讲

了，那它还算个少数民族吗？”

2006 年，韩万峰到海南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堪景，在和当地人攀谈

时，偶然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说自

己是黎族人，我本能的就问’你会说

黎语吗？’但是很少有人会讲。”这给

了韩万峰很大的触动，“如果一个民

族连母语都不会讲了，那它还算个少

数民族么。”

带着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初衷，

电影《青槟榔之味》在 2006 年 2 月开

机。该片全部由黎族群众主演，拍摄

过程中全部使用黎语同期录音。14
年后，回望这段拍摄历史，韩万峰坦

言，选用黎族群众主演既有利于表现

黎族原生态文化，还起到保留第一手

影像资料的作用。

对于当地来说，这是我国第一部

黎族现代生活题材电影，也是海南省

影视协会投资参拍的第一部电影，海

南省委宣传部曾将它列入海南省报

送 2007 年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参评

作品。同时，该片曾代表中国参加第

5 届浦那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也

是海南第一部参加国际电影节的

影片。

四川绵阳北川是我国唯一一个

羌族自治县，2007 年，韩万峰的羌族

电影《尔玛的婚礼》在这里杀青。几

个月后，汶川地震。这场地震对于羌

族的伤害非常大，不仅由于近 7 万遇

难者中，羌族群众占比接近半数，而

且理县、茂县这些羌族自古聚居的地

区，地形地貌也遭遇巨变，古寨碉楼

受损严重。这部原本为了保护羌族

文化而拍的电影，也因此有了双重意

义：不仅展现了羌族的文化，也保存

了羌族聚居地区地震前的风貌。

这也让韩万峰更加坚定了拍摄

少数民族电影的信念。此后，筹备阶

段进行大量田野调查，创作期间聘请

少数民族文化专家作为剧组顾问，用

少数民族母语完成电影对白，通过少

数民族演员展现民族社会生活与思

想感情成为了他的创作习惯。

侗族电影《我们的嗓嘠》（2009
年）、苗族电影《锹里奏鸣曲》（2010
年）、羌族电影《云上的人家》（2011
年）、藏族电影《马奈的新娘》（2012
年）……之后几年韩万峰的创作节奏

基本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在完成。

“少数民族中的大多数人，

也是每天努力奋斗的普通人”

在随着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

电影了解的不断深入，韩万峰的创作

思路有些调整，他发现随着中国社会

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

多的少数民族年轻人从民族聚集区

来到大城市，开始面临着融入现代社

会和自己身份认同之间的矛盾。

从描写蒙古族人在深圳生活的

《屋顶上的马奶节》（2016 年）、到展现

土家族年轻人在重庆奋斗的《西兰姑

娘》（2018 年）、再到由瑶族父母到长

沙为儿女照看下一代引发故事的《父

母的城市生活》（2020 年），韩万峰希

望通过电影改善观众对于少数民族

的刻板印象。

在他看来，目前观众更多还是带

着猎奇的眼光去看少数民族的文化

和传统，而相关影视作品对于少数民

族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大都市生活状

态的呈现也有些许缺失，他希望能通

过对少数民族在现代生活中处境的

真实展现，让观众更全面地了解少数

民族。

“中华民族大融合是趋势，在这

个过程中，少数民族的特点和文化同

样在与时俱进，我希望能记录下在这

个过程中，少数民族人民尤其是年轻

人的处境和选择，同时改变少数民族

特色在观众心目中的传统印象，希望

之后再说到少数民族，大家想到的不

只是玄幻和古装大片中的服装、纹

饰、舞蹈、雕刻，还能认识到他们中的

大多数也和我们一样，是每天都为生

活努力奋斗的普通人，只不过由于各

少数民族受不同历史背景、文化地理

区间影响，在日常生活中繁衍形成了

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表达意识而

已。”

“我愿做民族电影

创作长河中的一条鱼”

拍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不仅有

利于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也是讲

好中国故事的重要途径。目前电影

主管部门对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相

当重视，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

程、北京民族电影展等项目，在北京

国际电影节、金鸡百花电影节等各大

电影节展也设置了民族电影展映单

元。几乎每一次民族电影展映中，都

会有韩万峰的作品。

而中国电影市场的不断发展和

日益年轻化的电影观众，给少数民族

电影以及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者带

来了更高要求。如何吸引深受好莱

坞商业片和流媒体短视频影响的年

轻观众？韩万峰目前的思路是：对少

数民族电影进行类型化呈现。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

族的发展史是电影创作的富矿，而目

前中国电影市场上的商业大片，很多

都蕴含着少数民族元素，比如之前的

《寻龙诀》、《狼图腾》和接下来的《封

神》等等，说明少数民族元素对于当

下市场主流观众来说还是有一定吸

引力的。作为创作者，我们需要做的

是挖掘好的故事，通过观众更容易接

受的方式传达出去。我觉得随着电

影市场的进一步完善和观众观影口

味的多元化，少数民族电影市场会越

来越好，我愿做民族电影创作长河中

的一条鱼，为中国的少数民族电影创

作添些活力，添些色彩”，韩万峰如

是说。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专访导演韩万峰：

愿做民族电影创作长河中的一条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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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汉族导演，14年里，拍摄完成了12部少数民族电影，用光影记录

了黎族、羌族、苗族、侗族、藏族、土家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瑶族等9个少数

民族的生活。在采访中韩万峰告诉记者，目前正在筹备关于锡伯族和彝族

的电影项目。

他说：“我愿做民族电影创作长河中的一条鱼，为中国的少数民族电影

创作添些活力，添些色彩”。在他看来，拍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不仅是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向中国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致敬。

卢燕（左）和查理兹·塞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