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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家乡》是 2019 年国庆档票房冠军《我和我的祖
国》的姊妹篇，九大导演、近百位演员组成“中国喜剧梦之队”，
今年国庆、中秋双节带领观众体会一场笑中带泪的“喜剧之
旅”。电影横跨东、西、南、北、中五大区域拍摄，兼具科幻、爱
情、动作、冒险等元素。影片上映前，本报记者采访了影片的
总导演宁浩，听他讲以“空间、变化和小人物”为核心的电影创
意过程、疫情期间的拍摄种种，以及他对真实、对喜剧的理解。

空间、变化和小人物
2019 年国庆档《我和我的祖国》热映

之后，
《我和我的家乡》的创作迅即提上了

议程。宁浩、张艺谋、张一白几大导演们
几 轮 交 流 讨 论 之 后 ，最 终 提 炼 出 了“ 空
间”、
“变化”和“小人物”三个关键词，并决
定以此为核心串连全片。
“《我和我的祖国》是一个时间线串连
的故事，作为姊妹篇我们想到用空间线串
连，然后初步确定了西南、西北、华东、东
北和京津冀五个区域作为拍摄地。一个
核心诉求就是拍出千家万户在脱贫攻坚

何毅亭（中）、
梁言顺（左）、
张艺谋等共同揭牌

和全面小康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作为电
影的总导演，宁浩回顾了《我和我的家乡》
的创作缘起。
明确创作思路后，大家开始各自领任

《我和我的家乡》中央党校首映

务。宁浩延续了《我和我的祖国》中的北
京 故 事 ，围 绕 医 保 话 题 创 作 了《北 京 好
人》；闫非、彭大魔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

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揭牌

马亮》；俞白眉的老家在陕西西安，他和邓

好新时代新征程的故事，要围绕中国特

视中心揭牌仪式暨电影《我和我的家乡》

的优秀作品，应当有新的更大作为。中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史诗般发展

中央党校首映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的成立，很重要的

成就、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对脱贫攻

院）举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

任务就是用影像传播党的思想、党的文

坚、经济发展转型、重大科技进步等富有

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院）长何毅亭、中央

化和党的精神，使我们的受众受到先进

时代感的题材进行发掘和创作。要发挥

宣传部副部长梁言顺、著名电影导演张

文化和有益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何毅亭

中央党校优势，坚持守正创新，尊重艺术

艺谋导演出席活动并共同为中央党校大

表示，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刚刚起步，

规律，不断推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

有影视中心揭牌。国家电影局副巡视员

是影视行业的新兵，需要发奋努力，打造

作精良的大众化、艺术化、国际化的精品

陆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传媒司副司长

有影响力的优秀影视作品。同时，中央

力作。

曾世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焦宏

党校大有影视中心的成立,也是为全国优

张艺谋表示，首次在中央党校参加

奋、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孔建华、北

秀影视文化人士搭建的一个新平台，希

揭牌和电影首映活动很激动，对中央党

京文化董事长宋歌、电影《我和我的家

望影视艺术界用好这个平台，用故事讲

校大有影视中心的成立表示祝贺。他

乡》总制片人张苗、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

思想，发时代之声，留时代之影，传播主

说，电影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华民族

席尹鸿、腾讯影业副总经理申少峰等参

旋律和主流价值观，共同创作出优秀作

的故事，讲好新时代的故事，让年轻人喜

加活动。活动由中央党校出版集团副总

品。最后，何毅亭对张艺谋导演和主创

欢。这次中国疫情防控让年轻人看到中

经理、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总经理王

团队携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到中央党校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给年

君主持。

首映表示感谢。

轻人上了一堂非常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由中央党校

梁言顺在致辞中表示，党的十八大

课，疫情的青春记忆将伴随他们一生。

出版集团主办，是中央党校出版集团打

以来,中央党校充分发挥思想理论高地和

张艺谋表示。中国的未来在年轻人身

造多元化大型文化企业发展布局的一部

国家高端智库的特殊作用，不仅培养培

上，中国电影的未来，整个中国的形象，

分。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旨在坚守主

训了大量的执政骨干，也在学习研究宣

全部都在年轻人身上。希望通过电影、

流文化责任担当，以中央党校独特的内

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特别是习近平

电视剧、网络剧等艺术作品潜移默化地

容资源优势，顺应读屏时代融媒体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面推出

让年轻人认识到国家的伟大，传统文化

趋势，发挥影视文化在大众思想传播、社

了一系列精品力作，深受国内外读者喜

的深厚和祖国光明的未来。

会舆论导向方面的独有功能和影响，用

爱。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

陆亮在发言中对中央党校大有影视

故事讲思想，发时代之声，留时代之影，

年，建党百年对我们党、对全人类来说都

中心的揭牌成立表示祝贺，认为大有影

弘扬主旋律和主流价值观，努力打造反

是一件大事。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的

视中心提倡的“用故事讲思想、发时代之

映时代精神的现实主义影视精品和提振

成立恰逢其时。影视艺术作品首先要讲

声、留时代之影”观念非常好，希望中央

民族精神的影视力作，积极探索推动新

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反映我们党的红

党校大有影视中心拍出更多好作品，也

时代影视创作的大众化、艺术化、国际

色文化传承，反映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

祝贺电影《我和我的家乡》能获得市场成

化。

的宗旨、反映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

功。

何毅亭在致辞中指出，电影电视剧

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二是要讲好中

揭牌仪式结束后，电影《我和我的家

等影视作品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在讲好

华民族的故事，着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

乡》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礼堂举行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华民族的故事和

文化传承发展，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

首映，影片总监制张艺谋、总制片人张苗

新时代中国的故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价值观，讲好中国的民族叙事，发展新时

上台与观众交流。电影《我和我的家乡》

当今中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

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向全世界传递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献礼片，中央

键时期，影视艺术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做出贡献。三是讲

党校大有影视中心联合出品。该片由张
艺谋担任总监制，宁浩任总导演，汇聚宁
浩、徐峥、陈思诚等一线阵容联合制作，
众多明星出演，以单元故事方式，紧紧围
绕今年脱贫攻坚奔小康主题，讲述祖国
各地城乡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在校学员、部分工作人员共
一千余人观看影片。
9 月 29 日，
《我和我的家乡》在京举行

正式首映礼，五个单元台前幕后豪华阵

容首次同台盛大集结，现场分享影片拍

有感而发、不说废话，从自己的理解出发

应当产生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摄幕后故事，并与现场观众面对面交流，
感念家乡，心怀祖国，那一份内心深处共
的每一个人。
喜爱，点赞影片为“国庆必看”、
“ 最适合
全家人一起看的全民喜剧”。更多的普
通观众则随着影片笑泪齐飞，现场发言
表示“开始笑到拍手，结尾泪流满面”；
“去年看《我和我的祖国》今年看《我和我
的家乡》，已经成为欢度国庆最好的仪式
感”。影片自开启预售后一路高歌猛进，
截至 9 月 29 日国庆档首日预售票房已突
破 5000 万元。

在看完影片后有观众现场发言称五

个单元都有各自的故事发展线，所以体
验了五次“开始笑到拍手，结尾泪流满
面”；更有观众表示：
“ 去年看《我和我的
祖国》，今年看《我和我的家乡》，已经成
为我国庆档最重要的一件事了，也是我
每年国庆假期最好的仪式感。”此前的全
国校园路演，曾有年轻观众看过影片后
动情表示“是家乡培养了我，看完影片更
加坚定回报家乡的决心”
。

（影子）

■文 本/报记者 林莉丽

观影结束后众人动情分享对影片的

《我和我的家乡》2019 年 10 月开始策

超以家乡为背景构思了陕北治沙的故事

划筹备，
《北京好人》和《最后一课》的拍摄

《回乡之路》；陈思诚和“唐探组合”王宝

过程中分别遭遇了疫情和洪水。
“ 疫情对

强、刘昊然在贵州黔南小山村创作《天上

各组都有影响，对我们组的影响还是挺大

掉下个 UFO》；徐峥将镜头对准江浙沪的

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医院的戏份，头一天

乡村小学，
演绎暖心的《最后一课》。

拍完第二天就不让进了。”宁浩说，
“ 为此
剧组临时调整了拍摄计划，先抢别的戏

小切口看千家万户

份，
给美术组抢出时间想办法搭建。
”
美术部门用两天时间完成了快速搭

在宁浩看来，祖国是宏大叙事，是大

景，拍出来是一处又一处的场景，其实都

词、大概念，家乡则是温暖、情感的代名

是美术部门精心设计的景片，宁浩也用镜

词，更适合从小切口切入看千家万户。
《北

头配合着置景的角度，
“外景是实拍，内景

京好人》的故事创作就源于宁浩自己的经

几乎全部搭景拍摄。”

历。在拿到京津冀部分的创作题目后，宁

疫情对拍摄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大

浩先结合葛优的特点初步设定了外地人

量的群众演员无法到位。电影中有一场

进京看病的故事线。原来，几年前宁浩家

200 多人的大场面戏，当时正赶上北京疫

里的长辈曾来北京看过病，手术前因为不

情很严重的时候，一时找不到这么多群众

了解相关的医保报销政策和病情程度，一

演员，
“我们只能找做过核酸检测的、能够

度很焦虑。宁浩和亲戚提出由他负责医

追踪行动轨迹的人，无奈之下只能在拍摄

保外的费用后，双方的关系又变得格外客

前现场打电话找人，优先在各个公司找，

气。后来，医保报销了长辈几乎全部的费

路阳等很多‘坏猴子’的导演都带着制片

用，
双方又回到平等的亲戚关系上。

人过来了。
”
宁浩说。

亲人间关系的微妙变化让宁浩感触
颇深，同样触动他的还有中国医保政策的

求真是表达的前提

覆盖范围，
“几乎全部报销了，这是什么手
笔？这是政府办的硬事！”

《我和我的家乡》的创作过程中，剧组
跟抖音联合发起了“全民拍家乡”的活动，

“撂地”
“串梗”喜迎小康
、

很多网友拍摄的片段让宁浩记忆犹新。
宁浩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打通大屏和小

平地抠饼，也叫撂地，是相声术语，说

屏的局限，讲述千家万户的故事。
“脱贫攻

的是演员在市场上平地画个圈儿就能把

坚、全面小康是惠及每一个中国人的事

观众吸引过来的表演形式和本事。宁浩

情”，电影中将五个故事以直播的形式串

用平地抠饼形容原创喜剧的难度。五段

联起来，作为千千万万个家乡故事，最终

故事，最初的设想是每组拍摄 25 分钟左

再汇聚成祖国的版图。

交过来，每个导演都超时了。作为总导

着走着竟然迷路了，只能沿着河流定位记

演，宁浩理解这种超时，
“ 喜剧需要铺排，

忆中家的位置，
“ 变化太大了！”宁浩说。

前面埋的深后面才有高潮，
《我和我的家

在他看来，
《我和我的家乡》的创作过程中

乡》不同于《我和我的祖国》，奥运会、原子

最打动他的也是生活本身，
“ 创作引导我

弹等每一件尽人皆知，不需要太多解释，

们关注生活，生活中巨大的变化让人震

这一次则是平地抠饼，要有足够的空间铺

撼、想要表达。”宁浩举了个例子，
《回乡之

排、讲述。”

路》中有沙漠部分的拍摄，创作过程中剧

右，剪成 120 分钟标准片长的电影。样片

“电影前前后后做了几个不同的版

宁浩是山西人，有一年开车回家，走

组发现沙漠已经很难找了。宁浩也曾向

本，从时长考虑，不得不剪掉了很多环境

朋友推荐家乡山西的黄土高坡和古战场，

和空镜。”宁浩说，
“ 都是导演们精心拍摄

但在现在的绿化力度下，也已经找不到

的素材，
这一次剪片子真的剪得心里疼。
”

了。

《我和我的家乡》中，宁浩的“疯狂外

“有感而发、不说废话”是宁浩作为创

星人”跑到贵州走进了陈思诚的“唐探宇

作者的创作标准，他坦言自己只能讲自己

宙”，不再当“的哥”的张北京戴着十年前

理解的故事。
“ 我前一段试着写一个大明

的帽子二次调侃张艺谋……网友们称这

星的故事，很难、我发现跳不到那种视角，

些让人会心一笑的小桥段为“串梗”。宁

找不到适合的素材，我只能讲我理解的故

浩说，很多桥段和笑点来源于演员的现场

事，
比如市民故事、乡村故事。
”

发挥，
“去年感动、今年轻松！中国是有相

通的浓浓家乡情怀，也深深感动着在场

张艺谋、
张苗（左）与首映观众见面

“坏猴子”
导演友情客串

于是选择拍摄黑土地上的爱情故事《神笔

专访《我和我的家乡》总导演宁浩：

本报讯 9 月 28 日，中央党校大有影

特定的情景和人物喜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提到宁浩，观众首先想到的是喜剧、

声和脱口秀基础的国家，我们的观众对喜

黑色幽默背后的思考，宁浩说，
“我其实没

剧 有 理 解 ，五 部 电 影 都 是 喜 剧 、喜 迎 小

有刻意思考，刻意做喜剧，我只是希望能

康。
”

对真实负责，看到一个表面就想继续看到
表面以下的东西，求真对我而言是一个重

从
“我攥拳”
到
“攥拳啊，
我……”
《我和我的家乡》是宁浩和葛优的第

要的命题。
”

线性叙事仍是主流

二次合作。故事的喜剧性来源于人物身
份的错位。编剧最初设计了角色遇到警

拍完《我和我的家乡》，宁浩手上正在

察、遇到医生的桥段，借此突出身份错位

筹备一个代孕题材的故事。故事能牵出

的喜感，宁浩觉得不够，进一步提出了抽

生活中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思考，涉及宗

血遇到熟人的情节设定。宁浩的一个想

教、伦理、法制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这些是

法，两个编剧想了三天，最终通过双簧式

能激发宁浩创作兴趣的题材。

的动作设计完成了角色的合理化反应和
逻辑自洽。

从《我和我的祖国》到《我和我的家
乡》，主旋律电影实践了一种全新、高效的

谈到剧本的呈现，宁浩特别提到了葛

创作和制片方式。作为创作者，宁浩从文

优的表演节奏，
“节奏非常好，他是天才型

学和绘画两方面佐证了这种结构方式的

的喜剧演员，一两条就过。”表演过程中，

有效性，
“在中国，分段叙事是有观众基础

葛优饰演的张北京和张占义饰演的表舅

的，我们看晚会，一个接一个的节目上演，

以双簧的方式完成抽血，宁浩原来设计的

文学上我们有章回小说，绘画上我们有散

台词是“我攥拳”。拍摄过程中，葛优将台

点透视……当然，对电影而言线性叙事依

词调整为“攥拳啊，我……”用一个倒装将

然是电影叙事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