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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八佰》导演管虎：

更关注人物，不止于类型

8月9日，电影《八佰》宣布将于8月14日开

启全国部分影院的超前点映，此前影片已经定档

8月21日。作为院线复工后上映的首部国产商

业大片，《八佰》也是亚洲首部全片使用IMAX摄

影机拍摄的电影，实景重现1937年苏州河两岸风

貌，堪称中国电影工业化的里程碑之作。采访过

程中，管虎导演分享了《八佰》“不止于类型”的创

作构思和工业化范式的实现过程。

电影《八佰》取材于1937年淞沪会战末期，

“八百壮士”留守四行仓库，顽强抗战四天四夜，坚

守上海最后防线的故事。项目前后历经十年筹

备，2016年3月20日，华谊兄弟“H计划”第五季

片单中《八百启示录》（后更名为《八佰》）发布；

2017年9月9日，《八佰》在苏州开机；2018年4

月，历时230天的拍摄，影片杀青。

本报讯 8月 14日，电影《八佰》全

球云首映礼举行，北京、丹东、武汉、深

圳、上海5城16影厅同步连线，影片主

创兵分两路于北京、丹东“云相聚”。

首映礼上，演员纷纷以自报角色与籍

贯的方式开场，感动畅聊观影感受。

导演管虎则特别谈起影片一路历程，

以“参与《八佰》无上荣光”感谢所有主

创。现场观影后，冯小刚、吴京、黄渤、

陈思诚、田羽生、尹鸿等众多嘉宾也纷

纷发声力赞《八佰》。片中率领八百壮

士英勇抗敌的谢晋元之子谢继民更被

特别邀请出席活动现场，全场观众起

立鼓掌向英雄致敬。

导演管虎走心谈拍摄历程

当日观影结束后，全场观众响起

了自发而持久的掌声，身在丹东的张

译表示：“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感谢

我们能够生长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

家。感谢这么多观众来看我们这部诚

心诚意的作品，非常想念《八佰》在一

起奋斗的日日夜夜，无论相隔多远，我

们的心永远在一起。”

首次观影后欧豪表示：“头一回看

自己演的电影看哭了。谢谢，值得！”

魏晨也特别感谢导演：“很多次做梦还

在拍《八佰》，谢谢虎哥，很开心跟《八

佰》的团队一起做了这样一个梦。”而

许多年轻演员也在现场表示：“致敬英

雄，希望永远和平！”

身为演员兼总制片人的梁静评价

导演“还是用他擅长的小人物在大背

景下的故事，体现在绝境里的一种生

存方式”，并分享了一路百感交集的拍

摄历程。制片人王中磊更现场动容：

“没有一个首映能让我这样魂牵梦

绕。在这里为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鞠

个躬。”

导演管虎则在现场表达对整个

《八佰》主创的感谢，并表示：“疫情对

中国电影冲击这么大，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在绝境里描写底层小人物、普通

士兵对死亡恐惧瞬间怎么去克服，如

何逼出人身体里的血涌，如何逼出人

性光辉，也希望我们电影在今天能够

超越电影以外的意义。”影片的幕后主

创们也身着《八佰》统一服装，集体振

奋高呼“参与《八佰》，无上荣光”。

冯小刚、吴京、黄渤、陈思诚现场力赞

冯小刚表示：“电影复工的开路先

锋是《八佰》是导演和中国观众特殊缘

分。只有《八佰》这样的电影，才能担

起复兴的责任！”。丹东主场的吴京表

示：“我不轻易哭，但是哭了好几回。

八个月以来我第一次进电影院，就赶

上了这场视觉盛宴。”更现场“邀片”管

虎要把影片拿回公司研究。田羽生则

评价：“无论你怎么期待，《八佰》都能

对得起你。技术、艺术提高了中国电

影一个档次。”黄渤谈到观影感受时

说：“流出的眼泪不止是感动，更是被

激荡出来的。中国现在太需要这样振

奋人心的电影！”陈思诚更感慨：“电影

艺术形式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有这

样的电影存在，能让我们在一起感动，

在一起共情，一起激荡，一起流泪，这

才是电影的力量，所以《八佰》牛，电影

不死，中国加油！”

谢晋元之子特别亮相获全场致敬

影片中谢晋元率领八百壮士，用

忠肝义胆建筑了最后一道坚实防线，

彰显了民族铁血，鼓舞无数后人。此

次的首映礼上，王中磊也隆重介绍了

到场的谢晋元之子谢继民先生，全场

观众起立鼓掌，以此来向英雄致敬。

腾讯影业联合营销助力《八佰》

《八佰》不仅是中国电影人的一次

壮举，也是一次对民族英雄的致敬。

礼赞英雄、歌颂民族精神一直都是文

艺创作的动人篇章，也是腾讯影业参

与这部作品的初衷。据介绍，腾讯影

业自 2016年开始接触《八佰》项目，作

为影片联合出品方，腾讯影业希望发

挥互联网平台力量，助力好内容。基

于对文化价值的长线思考，腾讯影业

沉淀形成了以“时代旋律”为首的六大

文化产品系列，《八佰》则是“时代旋

律”系列的重要作品之一。

电影《八佰》将于 8 月 21 日全国

公映，影片由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

司、北京七印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

品，腾讯影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山

南光线影业有限公司、华夏电影发行

有限责任公司、阿里巴巴影业（北京）

有限公司、七印象（佛山）影视传媒有

限公司、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中英文创文化有限公司、北京完美影

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文化中

心建设发展基金（有限合伙）、河南文

化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珠江电影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云图影视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英雄互娱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一响天开影业有限公司、北

京无限自在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伯乐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优

酷电影有限公司、华鸣星空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联

合出品。 （木夕）

本报讯 日前，由管虎执导的国产

战争片《八佰》释出海外版海报，宣布

将于8月28日起在北美、澳大利亚、新

西兰等国家和地区公映。

北美主要城市的影院由于疫情影响，

仍然处于关闭状态。但在加拿大、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这部影片将是继诺兰《信条》

之后，几个月内迎来的第一部院线大片。

对管虎的采访约在2019年6月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作为一部不满足于类型的主流商业片，

管虎在《八佰》中表现出“不急于叙事、慢慢写人”的作者性。他说，20岁时拍这个故事，会拍少年梦

想、英雄热血。50岁拍，他更关注人物，关注战争中普通人的恐惧、尊严和生命中最辉煌的东西。

■文/本报记者 林莉丽

电影《八佰》五城“云首映”
获评“华语战争大片里程碑”

《八佰》8月28日
在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上映

管虎工作照

管虎曾担任 2017 年上海国际电

影节电影项目创投评委会主席，在

2019 年电影节创投手册的卷首语

中，刚好有这样一段话：“每个项目

都有自己的命运，但无论如何，都

将面对一路荆棘。在规范与自我、

产业与个体、需求与表达之间，有

多少退让和协商，就需要多少智慧

和勇气。”

记者问管虎，作为一个创投导师

他如何理解这段话？对青年创作者又

有哪些建议？

管虎说，“一戏一命、一路风雨，谁

都不能预料”。他希望年轻人不要有

妥协，坚持这些概念，“没有这回儿事，

电影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魔方有不

同侧面换着玩，成败都不要重复，不拧

着、逆着自己的内心，我不认为年轻人

一定要如何，但要有平衡的心态，有持

久力。”

创作的闲暇，管虎会和同行们一

起聊电影。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

影一路数下来，数那些经过时间淘洗

最终定格在记忆里的经典，比如《林家

铺子》、《本命年》……有记忆犹新的，

也有很多慢慢地就想不起来了。

“50 年后再谈中国电影，有哪些

是值得记忆、值得留存的？”管虎特别

看重电影和观众隔空对话的魅力，“那

些有本事穿越时间、透过银幕跟今天

的、未来的观众对话的电影，就是创作

者不断创新、突破类型圈层的动力。”

《八 佰》是 一 幅 社 会 风 情 画 ，

士兵、童子军、赌场老板、教授、大

学生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阶层，镜

头扫过绝境中每个人物的变化，

进 而 逼 出 人 性 中 最 可 尊 敬 的 东

西。电影中，管虎没有着意描写

女性，但却通过类似羊拐妈妈、陈

树生妈妈、家信中的妻子等一个

个缺席的在场，补全了这幅 1930
年代的社会画卷。

“女性角色是社会环境的一部

分，相比直接的银幕呈现，我更看重

画面以外的女性，比如羊拐妈妈，她

们是普通中国家庭的一员，是母亲、

妻子，构成了当时的社会家庭结构。”

管虎说。

即将上映的《八佰》片长 147分钟

（叙事节奏较此前版本更加紧凑），是

亚洲首部全片使用 IMAX摄影机拍摄

的电影，1000 多个人、每天围着一台

机器，一丝一毫也浪费不得。借助

IMAX摄影机的镜头，管虎艺术再现了

1937年苏州河南岸的众生相。

尽管如此，创作和呈现依然存在

一个远远不够的落差。抛开市场对电

影片长接受的极限，管虎理想的故事

讲述空间是三个小时，“我觉得三小时

多一点比较合理，现在远远不够，对人

物的描述不够，还停留在大致的一个

可能性，比如余皑磊那条线，原本会带

出一个阴差阳错进入仓库、弟弟被杀

后疯狂复仇的故事。”

《八佰》是群戏，每个演员也都跳

出既往定位、激发出全新的性格、面

相。管虎说，“演员愿意把自己交出来，

在人物上投入、突破，这是演员挑战的

快乐，我也乐得如此。”因为跟大部分演

员都很熟悉，管虎会挑他们身体中最不

被熟悉的部分，将那一面拿出来定格、

放大。“优秀的演员不只一面，可能有九

九八十一面，可能他自己不知道，可能

他会迟疑质疑，但是演出来效果很棒，

发现这些是导演的基本功。”

演员的积极性也很高，相信、承

认，逐渐沉浸其中变成那个人。回溯

这段创作过程的时候，管虎会自顾自

地问一句，“拍电影是不是就应该这

样？”

《八佰》历经十年筹备，期间经历

了三次重启：

电影的创作构思和常规拍摄方法

碰撞，结论是这个项目不容易实现，

停；景要真，实景搭建工程浩大、实现

不了，停；搭建过程中地基塌陷，演员

合同作废，停！

“还干不干？”地基塌陷的时候，管

虎怀疑过，“这么多人，值得吗？”

采访过程中，管虎提到了他中

途 的 迟 疑 ，也 分 享 了 他 创 作《八

佰》的初衷，“艺术上的创新是乐

趣 横 生 的 事 情 ，成 败 都 不 会 重

复”。电影中，管虎最关注战争中

普通人的恐惧和尊严，如何克服

对死亡的恐惧，迎来生命中最辉

煌的东西。

事实证明，困难只是一个创作者

积蓄再出发的缓冲，2018年4月，历时

230天拍摄《八佰》杀青。

1937 年淞沪会战末期，88 师 524
团 400余战士奉命驻守苏州河北岸的

四行仓库。作为全上海最后的防线，

战士们对外称仓库内有 800 人，在敌

人的包围进攻下，誓死抵抗四天四

夜。四行仓库与上海公共租界之间，

只相隔一条苏州河，因为这条苏州河，

战斗经过被租界中的群众和外国人士

尽收眼底，战事被全程“直播”。

《八佰》的故事，最打动管虎的是

“战争直播”背后的各种可能性，能否

顺着普通人的视角重返历史现场，看

看四行仓库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日

本人久攻不破的“奇迹 ”，是管虎创作

这个故事最初的情感原点。

创作过程也是一个多方观点、资

料综合筛选的过程，有专门的资料小

组连续两年多持续为创作提供相关的

史料支持。管虎对自己的要求是成为

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不是是什么，而

是什么都是，从 ZB-26 轻机枪到当时

的社会种种，所有的一切，我必须是最

了解的人。”

电影是眼见为实的艺术，如何在

大银幕上还原一个时代，管虎尝试以

写实主义基础，结合现代电影的表现

手法。

据介绍，《八佰》剧组尽力还原

了苏州河两岸的风貌，一比一建设

四行仓库，管虎称之为电影的底色，

“底儿要是真的，要让演员相信这个

环境，相信就置身其中。”逼近历史

真实的同时，《八佰》也致力于通过

现代电影手段与当下观众交流，营

造一个有魔幻飞艇、“东方巴黎”的

魔幻观礼台。

羊柺、老算盘、老铁、老葫芦、端

午、山东兵……《八佰》是群像戏，电

影的开篇，各色人物就着四行仓库

的黑白光影一个个扑面而来。导演

管虎深谙在大银幕的有限时间内塑

造群像的艰难，“群像最难写，每个

人都要有印象、有转变，是最见功夫

的，可这个年岁做这件事，不就是要

给自己一点挑战吗？”

管虎的自我挑战，也是对“开端、

高潮、结局”的三段式故事的突围。作

为一部不满足于类型的主流商业片，

其中的分寸拿捏在于“不反类型，但是

有一点跟类型搏斗的意思”。管虎说，

“观众习惯了类型片的节奏，看久了、

看惯了，着急看故事，可是我们就是不

给。我们慢慢写人，观影经验上会有

不适应，这是坏事吗？我们觉得不是

坏事！”

电影剧本的创作过程是管虎先沿

着创作冲动自己写一稿剧本，然后找

人聊天、把剧本走一遍、再改。其间，

有听从内心声音的直觉创作，也有理

性的审视过程。

群像塑造从普通小人物入手，形

态各异的小人物浓缩了当时的社会结

构、社会阶层，每个人物都有一定辨识

度，《八佰》的宣传过程中，角色的性格

被归纳为狼、狗、猫等动物性。“这是一

种表演方式，开拍前抓住一个特点，人

物就生动、好演了。”

◎ 群像难写见功夫

◎ 借普通人的视角重返历史现场

◎ 十年间三次重启

◎ 要看到演员的九九八十一面

◎ 理想长度是3个小时

◎ 缺席的女性角色

◎ 透过银幕交流的可能性

◎ 电影是一种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