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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疫情期间暂停拍摄，

但不暂停思考和创作

疫情为全世界按下了暂停键。身

在柏林的严歌苓隔着屏幕分享了她的

生活。“这种停滞对我非常有意义，我

读了很多很多书，觉得要清空一下，一

直忙碌，没有反省自己和反省自己的

作品，这是一个机会，我今年度过了一

个非常丰满、非常自控的一年，过去感

觉不由自主，身不由己，跑来跑去。现

在因为这样重大的借口不跑了，我觉

得这给我们每个人都是警示，那样的

忙碌，对待环境、对待生命的态度值得

反省。”

严歌苓在疫情期间的生活与心

态引发了其他嘉宾的共鸣，但只有一

个人除外，就是田原。她的身份比较

多样，是导演、演员，也是原创音乐

人。“兴趣过于广泛”是她对自己的评

语，现场她甚至还为大家自弹自唱了

一首新歌，展示了她多才多艺，自然

感性的一面。

与大家忙着看书“充电”不同，田原

说自己“整个疫情都在打游戏”。“我反

思了一下自己，好像都在打游戏，我不

是一个很自律的人，疫情期间大家都面

对很多问题，特别是我们这个行业，今

年原本要做很多事情、计划，因为疫情

一再推迟，甚至有的事情就消失了。可

能是为了逃避，我有时逛逛公园，打打

游戏，但经常上一秒在打游戏，下一秒

就对未来充满担忧……疫情让我的视

角变了，我会更关注人。人那么渺小，

一个人又能经历那么多上上下下、反反

复复，人那么脆弱却又可以像整个宇宙

那样丰富。我在这个时间写了很多歌

很多故事。”

疫情不仅改变了人的心态，也对电

影的创作、宣发带来影响。不同创作者

有着不同的创作习惯。编剧阿美说，“面

对人类命运的不确定性，我们需要沉淀

和思考”；严歌苓也认为现在开始书写疫

情为时尚早。但吴可熙是另一种风格的

创作者，“我在新闻事件的刺激下，会非

常强烈地写很多东西。创作和艺术对我

来讲是来自于苦难，或我曾经历过的一

些很痛苦、很真实的感受，我把这些感受

变成角色和剧情，疫情期间我写了一个

短篇，讲述家庭面对疫情的状态和故

事。”编剧池韵透露，疫情暴发时自己刚

从国外回来，“我最大的感受是能在一起

共渡这段时光，这是多少人的生命换来

的，作为电影工作者，我想更大程度地服

务大家，表达出男性、女性精神的魅力和

强度，中华民族在抗疫中非常优秀，这将

契合到我下部作品中的人物中，将中国

的精神面貌放在电影里。”

不仅创作，疫情甚至改变了宣发模

式。陈洁从制片人角度谈及后疫情时代

电影宣发方式的变化，“这段时间一直在

思考新的发行方式，很多影片帮助我们

突破了传统院线发行的思路。疫情带来

的情绪压力和对行业冲击都非常大，但

同行都在积极面对这些变化，也在用开

放的心态来创造新的方式方法，让我们

的内容跟更多的观众产生连接。”

观众需要看到

更多鲜活的女性角色

主持人程青松从上世纪 80年代黄

蜀芹、张暖忻的电影切入，抛出了女性

电影和女性角色的议题。在场、在线的

9 位女性影人围绕话题袒露了自己的

心声。

去年，咏梅凭借《地久天长》里真实

自然的表演夺得柏林“影后”，但“真实

自然”还不够，最近，她在尝试新的表演

方式。“我不是科班出身，没有在学院派

经过方法的规训。大家看到的是我自

己的生活状态，可能更生活化、更自然。

很多夸张的表演让大家有点厌倦时，我

那种表演可能会让人感觉舒服……但

我最近在创作上有一些新的想法，不知

道能不能去实现，我还挺想经过学院的

训练去走不一样的路和做新的尝试。”

优秀演员用尽方式自我打磨、自我

拓展，虽然选择的路径不同，但精益求

精的职业态度别无二致。颜丙燕一直

在追求更放松、更自然的表演。为了表

演的真实感、代入感，她定下两条铁律：

“拍摄周期少于45天的剧本不接，不是

同期声的不接。”谈及自己当年在《牛郎

织女》片场，收工后经常会在一旁学习

另一位女演员张一的表演。“她不是演

员，没有条条框框，每一个表演都完全

是本能的、真实的、生动的，我学到了很

多。”

一位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

一位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咏梅和颜丙燕

两位演员对表演有着数十年如一日的

热忱和执着。她们一直在等待好角色、

好剧本。咏梅不惜现场发射“糖衣炮

弹”讨好阿美、杨荔钠。“我一直想要找

女性题材的作品，一直在等待，我特别

愿意跟杨荔钠和阿美这样有强烈女性

表达的创作者合作，我很想讨好她们，

在生活中‘糖衣炮弹’的她们。《春潮》我

特别喜欢，市场上极为稀缺。我们这样

的中年女演员，对生活、情感有很多阅

历和积累，能表达这样有深度、丰富性

的作品。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的状态，等待更多女性题材的作品由我

们去展现。”

被咏梅点名赞扬的导演杨荔钠

在《春梦》和《春潮》之后，正在筹备新

片《春歌》，“我一直在围绕这个主题

创作，我的电影都属于女性电影。我

特别爱我的演员们，所有的演员都既

是精灵又是巫师，无论在生活中，还

是在戏里，我都特别爱他们，在国内，

女演员的机会到了一定阶段就越来

越少，但我认为 40 岁的女演员很美，

40 以后的女演员更美。我是专门为

女人写戏的女导演，我愿意为你们写

戏。”除了表达对女性的关注和热爱，

杨荔钠也用东北家乡话谈及她新片

的内容，“我们东北这嘎达有个问题，

大男子主义特别重，对女人一会儿

好，一会儿不好，我的下一部电影里

就是要把大男子主义好好聊一聊，替

咱们东北妇女好好发发声、说说话。”

谁说女性写不出男性的电影？

当下社会对女性电影的探讨和女

性的关注成为一股风潮之后，田原谈

及了自己的担忧，关注女性是为了让

她们更多地消费，还是因为爱她们？

“我做导演，去片场内心总憋着一口

气，希望大家不要看轻我，所以在片场

我会刻意自己扛机器，学很多知识来

武装自己，我觉得这是内心没有自信

和没有被保护到的感受。希望这个世

界对女性多一些爱，其实男女之间不

是斗争的，希望这个社会能宽容到让

大家都有足够多的选择，能够做自己

是非常舒服的。”

但现实情况是，女性影人想要在电

影里“做自己”太难了。尤其是当演员、

编剧、导演等各个部门需要协调起来的

时候，“做自己”和“听指挥”之间必须找

到一个平衡点。“导演是编剧的天花

板”，阿美用这话自我调侃。当编剧和

导演间出现无法折中的分歧，最终一定

是编剧妥协，按照导演的思路前进。

咏梅的办法是自我代入、不断尝

试，演绎出多种可能，最终由导演决定。

“电视剧，演员还是有表演空间的，我们

在表演中会把不舒服的地方演舒服，会

有即兴的修改。非常严肃也很严谨的作

品，导演就会有要求一个字不能改，就要

揣摩导演怎么要求，这个角色怎么演。”

颜丙燕自称“和事佬”，她拉着全剧

组一起围读剧本。“《牛郎织女》我们围

读了三遍剧本，优点在于前期大家坐在

一起，我们各有所长，围读剧本能解决

很多矛盾。”

对于“电影是导演的艺术”，严歌苓

早就认清现实，“从来不较真儿”。“我经

常花很多心思去写的一些台词，到电影

上我说跑哪去了？故事、线索大家讨论

确定下来，但很多细节的描写和台词是

非常下工夫的，就没了。我从来不较真

儿，因为我都是远程写剧本，拍出来什

么样都是导演的。”

与对待剧本不同，严歌苓对自己的

小说“认真、爱惜、虔诚”，自然也对“女作

家”的身份非常“较真儿”。“女作家这种说

法就像是一个专门的归类，好像她写出

来的东西不是全人类的，女人写出来的

东西就是女性的那些东西，这是让我最

气愤的。说‘严歌苓是一个作家’时为什

么要强调‘女作家’，凭什么？我作品中对

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思考，有哪个男作家

做过这样的思考？我们关注的，我写作

的，是属于全人类的，不只属于女性俱乐

部！”

严歌苓透露刚写完两部长篇小说，

“写的就是男人的故事，我也让你们看

看难道我不懂男性吗？难道我写不出

男性题材吗？我当然可以写出来，而且

非常精彩。我就是用这个来告诉你们，

你们的领地不是你们的，我们也可以写

出男人看的电影。”

回顾入围影片片单，此次入围的 15
部影片中，既有去年火爆国庆档的主旋

律大片《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

《攀登者》，也有类型明确、口碑不俗的商

业作品《误杀》、《半个喜剧》；同时，如《那

时风华》、《远去的牧歌》、《春潮》等歌颂

时代楷模、关注社会发展主题的影片，也

一并获得了逐“鹿”的机会。

不仅如此，本届金鹿奖还大胆进行

了评奖规则调整，取消最佳男、女配角

奖，增设最佳技术奖和评委会大奖。

当晚，金鹿奖首个“技术奖项”被授

予由吴京、张译等人主演的《攀登者》。

评委会认为，该片通过摄影、美术、现场

特技、后期画面合成和电脑特技的高度

配合，完美实现了冲顶珠穆朗玛峰的种

种震撼与真实感，技术水平达到国际水

准。同时，《攀登者》还凭借极具视觉冲

击力的镜头语言斩获“最佳摄影奖”。

如果说《攀登者》讲述的是一部分人

的壮举，那么《我和我的祖国》则汇聚起

了所有中国人心中的家国情怀。2019
年，该片以超过 31 亿票房点燃国庆档，

更激发了无数观众心中的民族自豪感。

因此，评委会一致决定将“金鹿奖”

最佳影片大奖授予这部“小人物与大时

代迎头相撞，涓涓细流汇聚成澎湃的力

量”的史诗佳作，8 位导演、7 个故事的突

破性创作语言，也被视作中国电影最高

创作水准的一次集体展示。

《我和我的祖国》总出品人傅若清表

示，因为这是一部“拼盘影片”，创作时非

常忐忑。如今能够获奖，要感谢 8 位导

演、300 多位主创和 4000 余名演职人员

的共同努力。今年，电影人们还在继续

尝试以这样的方式创作《我和我的家

乡》：“希望延续去年的优异表现，再次将

观众吸引进电影院，助力中国电影再创

辉煌。”

《春潮》导演家乡捧得荣誉

任素汐获最佳女演员

女性元素在本届长春电影节上可谓

“刷爆存在感”——组委会首度设立“女

性影展”，多位创作者做客“女性影人会

客厅”分享创作感受，金鹿奖评委会也将

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两项重要荣誉，授

予女性题材影片《春潮》及它的导演杨荔

钠。

导演杨荔钠动情地说：“我一直将

《春潮》视作是我的女儿，我也是长春

的女儿，可以说今天我是带着它回娘

家了。”能够在长影节收获如此重要的

荣誉，杨荔钠坦言自己“有点意外”，她

很高兴从今往后也可以将自己称作

“从长春走出来的电影人”。最后，她

还用长春话表示很期待回到家乡，用

自己未来更多的电影展现家乡、家乡

人的美好。

任素汐力压郝蕾、金燕玲等人，拿下

本届金鹿奖最佳女演员奖。相较《驴得

水》、《无名之辈》的角色，任素汐这次在

《半个喜剧》中的人物塑造更具真实感和

现实感，跟随剧情而动的“爆发力和控制

力”也给评委们留下深刻印象。

领受荣誉时，任素汐表示，能跟其他

几位前辈一起入围自己深感荣幸：“感谢

鼓励，更感谢真正走进电影院的观众。

今年上半年对电影从业者来说是艰难

的，但我相信不好的过去，迎来的就是美

好未来。”

导演兼编剧周申、刘露在拿下最佳

编剧奖后，也特别感谢了包括任素汐在

内的几位主要演员，感谢他们愿意在《半

个喜剧》开拍前，花费几个月时间和导演

一起丰富剧本。

最佳男演员奖则由《远去的牧歌》主

演海拉提·哈木获得。登台后他既紧张

又激动：“我常常在电影频道看各种颁奖

礼，大家总说一获奖就大脑一片空白，今

天我也体会到了这种感受。”

《受益人》获最佳处女作殊荣

“金鹿计划”揭晓优质项目、剧本

作为诞生在“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

地的电影盛会，长春电影节也始终关注着

青年电影人的成长。本届金鹿奖获得最

佳处女作奖的影片《受益人》是青年导演

申奥的第一部长片作品。荣获这个荣誉，

他坦言既感到受之有愧，也是一次巨大的

鼓励：“未来我会给大家奉献更好的作品，

让自己更加自信地站上这个舞台。”

在长春电影节获得“舞台”的青年电

影人不只申奥——今年，除了金鹿奖，组

委会还特别设立了“金鹿计划”，助力青

年电影人发展，扶植中国电影新力量，为

新生代电影人实现梦想提供机遇。

最终，《武汉·守城记》、《凇沙》分获优

秀华语电影项目二等奖、三等奖，《酆都》、

《工厂之子》、《完美爱人》、《祸从天降》、

《雾都孤儿》获优秀华语电影剧本奖。

为期 6天的第十五届长春电影节落

下帷幕，但电影人前进的脚步不曾停

歇。中国长春电影节也将传承“摇篮精

神”，在未来以中国电影“未来孵化器”的

崭新姿态继续砥砺前行。 （杜思梦）

本报讯 9 月 7 日，第十五届中

国长春电影节期间，“光明影院”公

益项目落地吉林的启动仪式在长春

举行，拉开吉林省无障碍电影放映

活动的帷幕。

启动仪式上，中国传媒大学、吉

林省残联、长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

限公司签订“光明影院”公益项目落

地吉林合作协议，正式开启三方合

作模式。

“光明影院”项目是长春电影节

公益单元项目，该项目通过放映视读

经典影片把电影说给视障朋友听，用

声音跨越黑暗，用情感传递色彩。

从今年起，中国传媒大学将加

大对思想健康和深受残疾人喜爱的

无障碍影片的制作工作，并以每年

不低于百部的数量捐赠给吉林省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长春万达国际电

影城有限公司负责承接“光明影院”

的落地和后续的免费放映工作，先

期将组织在长春市内5家影院作为

“光明影院”落地影院，这 5 家影院

将每月各为残疾人免费放映电影

1-2场。

（杜思梦）

本报讯 近日，第十五届中国长

春电影节举办了谢飞导演经典作品

《本命年》柏林首映30周年纪念展，

邀请影片导演谢飞与中国传媒大学

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索亚

斌进行“对话大师”的映后交流，谢

飞分享了许多关于《本命年》的创作

背景和拍摄经历，现场观众也十分

积极踊跃。

长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

明，吉林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刘

威以及第十五届中国长春电影节

“金鹿奖”评委会主席丁荫楠，导演

丁震等也参加了活动。

《本命年》于 1990 年在柏林国

际电影节首映，并一举拿下杰出成

就银熊奖，成为第一部在柏林国际

电影节上获奖的现实题材中国电

影。谢飞首先谈到了影片对于原著

的改编，《本命年》改编自著名作家

刘恒的小说《黑的雪》，据他回忆，影

片原本打算沿用“黑的雪”作为片

名，但开拍之后北京始终没下雪，于

是姜文建议将片名改为《本命年》。

《大众电影》杂志评选的“百花

奖”中，《本命年》位列三甲。谢飞认

为，《本命年》能受到广大观众青睐

的重要原因在于，对人性的复杂状

态的剖析，惩恶扬善。影片以冷静

写实的方法展现了主角李慧泉的心

态变化，他在善与恶，好与坏之间的

挣扎和困惑，他既是强者，某些方面

他也是弱者，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复

杂又真实的人物。

此外，就经典电影的艺术价值

谢飞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片子真

实地表现了生活中的人，以及他们

身上的复杂性，通过这种描述又深

挖出来很有意义的主题思想，使得

观众看完有启示，去过更好的生活，

追求更好的人生价值，而不是副作

用，这部电影生命力挺长，对我来说

很欣慰。”

现场有年轻观众提问关于从事

电影行业的建议，谢飞真诚地回答

道：“青年人遇到了比我们更好的时

机，但是诱惑也特别多，要想让影片

获得更多观众，内容的掌握能力和

技能永远是艺术学生必须要扎扎实

实打好的基础，而不是只图形式上

的一时之新。”

（影子）

在宽容的社会，做真实的自己

咏梅、严歌苓长影节为女性创作者发声

（上接第1版）

长影节“光明影院”
公益项目落地吉林

《本命年》纪念展长春举行
谢飞：好电影应该带给观众启示

在长春难得一见的台风天里，第十五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女性影人会客

厅”活动如期举行。

编剧阿美，壹心娱乐创始合伙人、制片人陈洁，演员、编剧池韵，导演丁文

剑，演员、音乐人、导演田原，演员颜丙燕，导演杨荔钠，演员咏梅齐聚一堂，身

处德国的作家、编剧严歌苓和身在台北的演员、编剧吴可熙也以视频连线的

方式参与。

嘉宾们从疫情对电影人的生活、心态和对行业的影响说开去，探讨了不

同角色创作者面临的问题，更触及了女性电影人在行业中的优势与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