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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沟通，合作效率高

《中国电影报》：请您简单讲述下您导演

的这部分故事。

郭帆：这个故事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但是简单的故事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整个中

国人民志愿军顽强的战斗精神是值得我们

一 直去学习的。“金刚川”是朝鲜的一条河的

名字，这条河上有一座桥,这座桥是通向主战

场的一个“动脉”桥梁，也就说这座桥是我军

去运送人员、物资、弹药的必经之路。

所以在最后这场战役之前，我军必须要

守住这座桥。但是，美军不断地轰炸这座

桥。在美军的进攻下，桥多次被炸断。这个

故事讲的就是在一晚上的时间，这座桥被轰

炸了三次，三次又都被修好的故事。

《中国电影报》：因为这部电影的拍摄模

式是三个导演合拍,这种模式对您来说最大

的挑战是什么?

郭帆：当然，沟通成本会比别的影片要

高很多。最难的其实是大量沟通，举一个小

例子：片中有大量地面阵地与天上的飞机对

战画面，可能是一扫而过的两个镜头，但这

两个镜头不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拍摄

的。

其他组在丹东拍，我在北京拍。如果想

把这些镜头剪在一起就需要大量沟通，演员

怎么看，飞机朝哪个方向飞，甚至地面开了

几枪几炮，这些都要沟通。我和张译有时夜

里三四点还打电话，我说你眼睛还得往上

抬。

特别是到了后期，所有的视效、混音和

配音都必须融合在一起。我记得校片前一

天我们三个导演一起看，很难分清哪个镜头

是谁做的。其实最开始是按照各自的擅长

进行分工，但最难的是完全融合在一起。不

管是前期还是后期，都有大量的沟通去完

成、协调，怎么才能够对位，能够接在一起而

且看着舒服。

用预拍的方式保进度保质量

《中国电影报》：那这部电影在特效上会

有《流浪地球》的印记吗?

郭帆:这是完全不同的影片,所以不会有

《流浪地球》的风格。

《中国电影报》：那在特效方面会有一些

独到的地方吗?

郭帆:我们会尽量更写实一些。

《中国电影报》：您之前没有拍过战争片

题材，拍摄战争片有哪些挑战？

郭帆：最大的挑战就是时间紧，任务

重。我们全片应该是 600多个视效镜头，而

且它不是相对简单的，是很复杂的，有很多

是全 CG 的。所以需要大量前期准备，想在

短时间完成，就必须明确知道到底有多少个

镜头。

我们看景的时候，把金刚川36平方公里

的山川河流整体扫描了一遍，之后就有基础

物理环境的底了。但上面还需要有树木、河

流，这些都需要准备。要用三维技术建一棵

树，需要有树干、树叶，但一个山丘上不可能

只有一棵树，而把这棵树不断复制的话，观

众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假的。怎么办呢？

我们就做了100多种树，拼在这里面，才能产

生植物多样性的感觉。

我们当时有2600人的视效团队，如果不

知道需要多少任务量、多少镜头，我们就没

有办法用好这2600人，所以必须知道怎么分

工，这是很重要的前提。

《中国电影报》：那这次拍摄在技术层面

有没有什么新的尝试?

郭帆：技术层面倒是没有新的尝试，但

流程上面其实是有的，要保完成保质量。我

们其实也想了一个方式，我这边涉及的特效

太多了，所以制作流程是基于故事先把整个

的分镜做出来，这个分镜用了4天的时间，然

后再花了4天时间虚拟拍摄。虚拟拍摄是之

前没有尝试过的，虚拟拍摄完之后，我们又

花了 4 天的时间去剪辑，12 天的时间，把整

个的动态预览完成了。但这个动态预览跟

往常不太一样，因为虚拟拍摄的好处就是增

加了动作捕捉、增加了表演，我们再去做这

个剪辑的时候它的精准度会高。

虚拟拍摄因为有演员在表演，所以动

作、时间卡得会相对准确一些，而且由于有

表演，我们的剪辑会更接近于最终的实拍效

果。

《中国电影报》：您觉得影片想传达什么

样的精神?

郭帆：《金刚川》这部电影是为了纪念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而拍摄的，就像我

们手环上写的一样，我们是为了长眠的英雄

而拍摄这部电影，希望更多的观众可以为了

长眠的英雄来看这部电影，支持这部电影。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金刚川》的创作难度

业内公认，主创团队在创作过程中也克服困

难、共同努力，从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

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到为完成祖国和人

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

精神，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不仅体现在影片原

型中的战士们身上，也在 70 年后影响着电影

《金刚川》的创作者们。

就像采访最后，在谈及影片的故事核心

时，路阳说的那样，“从上个世纪初到现在一百

多年来，中国人民经历了很多苦难，是都顽强

地走过来了，而且也创造很多的奇迹，我们这

个国家和民族，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任何形

式的艰难险阻，都会不计代价的一往无前，我

想《金刚川》可能就是这种精神的缩影。”

联合执导、动作设计、方言对白

尝试带来新鲜感

《中国电影报》：因为这次是联合执导，请

问之前有过这样的经历么？

路阳：没有，这次这样三个导演共同来拍

摄一个故事而不是一个短片集的形式。这样

的电影，我是之前没有机会参与过，还是很新

鲜的。

《中国电影报》：《绣春刀》的动作设计在武

侠片的真实性与力量性上有很大突破，此次在

《金刚川》这样的历史战争题材作品中，您对动

作设计上又有怎样的构思?

路阳：其实我们需要做到的，是尽量去找

到那个年代下，战争环境里面相对真实的氛

围，我们希望给观众看到，那个时候的很多个

体，在这样的环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物状

态。所以我们就不像在古装片里面的那种设

计思路，还是以真实为第一要务。其实更多的

是爆炸场面，然后会有一些枪火的场面，肯定

和《绣春刀》里面有那种套招的兵器格斗完全

不一样。

《中国电影报》：影片中高福来和刘浩大量

使用了方言对白，有什么趣事可以和我们分享

一下？

路阳：方言对白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找到

某种方法，让每个角色都在这个电影里面更朴

实，更真实，让观众更容易相信。所以我就跟演

员们去聊，我说希望他们能够在表演的时候说

自己的家乡话。然后很巧的是，九霄和邱天都

是四川人，然后邓超是江西人，我说那你们能不

能可以能不能在处理台词的时候讲家乡话。虽

然当时邓超担心说江西话观众可能会听不懂，

但是我说没问题，一是有表演，有情绪，而且我

们还会有字幕，而且就是不同地方的文化，有种

碰撞，会很有意思。最后九霄用四川凉山的方

言来表演刘浩这个角色的时候非常朴实，非常

生动。甚至有时候会忘记他是个演员，他也找

到了自己跟这个角色之间的共性。

从导演到演员，从特效到制片

高难度任务下的配合和信任

《中国电影报》：《金刚川》中轰炸、火力对

决的大场面很多，在人群调度和场面控制上有

没有遇到哪些困难或者让您特别兴奋(或危险)

的时刻？

路阳：其实，我们的现场物理特团队是国

内最顶尖的团队之一，而且之前我们合作过很

多次，那个团队也参与过包括《八佰》、《影》这

种大体量电影的拍摄。在拍摄之前，我们对所

有的爆炸镜头，都有很详细的方案，而且每个

方案都详细测试过，包括爆炸的范围、安全程

度等等都是很有把握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

的拍摄过程中依然很小心，有很多的流程要去

遵守，包括如何安排好排练和实拍的顺序，什

么时候去填放炸药，炸药的量怎么来控制，我

们需要多大的一个炸点，需要土要炸多高等

等，都要去很精确的计算。现场工作人员也很

多，有时候甚至有几百人，保证所有同事的安

全，也是最重要的。

《中国电影报》：您在与制片组开会时，有

什么剧情的设定和实际情况实在无法调和的，

您是如何取舍？如何解决的？

路阳：没有什么特别不能完成的，只能说

从方法上我们会受到很多限制，因为以前按

说，有如此严格要求的电影会花更多的时间来

准备。我们就需要兼顾效率和完成度。比如

我们之前选择了一处江面，我们要在江的两岸

拍摄，但是江对面是过不去的，没有桥和道

路。我们就要想办法，如何把人员和器材运到

江对面去，而且要想办法运上山，包括还有如

何去充电，如何把灯光设备打亮等工程问题。

好在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制片部门和移动部门，

这两个部门就类似于部队里面的工兵营，就逢

山开路，遇水搭桥，他们提前进行了大量的准

备和规划工作，让我们在保证所有人人身安全

的同时，没有在叙事和情节上打折。

《中国电影报》：评价一下两位合作导演以

及他们的团队，这次合作感觉怎么样？

路阳：因为他们两位都是非常厉害的导

演，都拍出了很棒的作品，他们的团队也都非

常专业，而且是第一次有这么多人在一个组里

面共同合作。我们其实有三套班底，就三个部

队在一个主题思想里共同完成一部电影，有海

量的沟通工作要进行，这是之前没有经历过的

体验，也很有意思。

我们有很多群，首先是一个包含三个组的

主创的群。我们要在群里面去沟通很多事情，

然后每个组还分别有小群，我跟另外两位导演

还有一个群，拍摄现场在山上，经常上了山就

基本没有信号，可能只有到收工后，下山赶紧

去查信息，然后再跟两位导演来分享今天工作

进度，然后再问一下我们各自有什么需要去配

合的地方。

比如说三个人之间要进行配合，互相帮对

方拍些空镜啊，或者帮对方拍一些主观镜头、

环境镜头等，我们都会去问，今天我是不是还

要在这个景帮你拍些什么东西等等，那个配合

的感觉还是挺好的，我们很清晰地知道，我们

其实是同一阵营的，我们要在短时间内去完成

这样一件高难度的任务就必须要密切配合。

《中国电影报》：像李九霄、邱天这样的青

年演员，在这样高难度的拍摄题材中表现怎么

样？分别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路阳：其实之前我也经常跟青年演员合

作，运气很好，能找到虽然面孔新但是很有才

华的演员一起合作，这次就有机会可以跟李九

霄和邱天一起拍摄。

九霄其实我之前看过他的作品，但他还是

给我了更多惊喜。他这次的表现和塑造力是

跟以前是不一样了。无论是他在《送我上青

云》里面那个记者形象还是在《八佰》里面演的

刀子都让我印象深刻，这次刘浩又是一个新的

角色，这个角色身上有多重性，是一个老兵，又

是一个很年轻的战士，年纪不大已经经历过很

多生死了，他看很多东西其实已经很成熟了，

但还是有少年的心性，这样的角色不容易，九

霄完成的非常好。

邱天其实我之前在另外一个导演电影里

面看过她的表演，她的眼睛里面非常有故事。

这次她饰演的辛芹和刘浩之间的感情，我们并

不想很简单粗暴地用爱情去概括，而是一种非

常复杂的、战场上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只不

过恰巧是发生在两个异性之间。

在这样故事里的台词很少，两人也没有太

多直接交流的角色，如何去体现这种丰富的情

感就有难度。但邱天具有一种古典气质，在那

样一个战火纷飞的环境里面，她能够让人平静

下来，就是看到她之后，你就会放心下来，会平

静了，正好就是我们需要的这种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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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任务、联合作业、爆破特效、战争场景、方言对白、青年演

员……业内看来影片《金刚川》在创作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种种困难，在

导演路阳的采访中并没有提及，聊到更多的反而是“新鲜”和“信任”。

“新鲜”指的是面对紧急任务联合作业时随机应变的创作和沟

通形式；是轰炸和火力对决等大场景中的人群调度和场面控制；是

台词对白上灵活的方言化处理；是高难度题材中对青年演员的选

择和重用。

从其余两位联合导演到片中合作的青年演员，从物理特效团

队到制片和移动部门，路阳对于整个创作团队的信任和肯定也溢

于言表。

截至目前，《金刚川》的票房已突破4亿元。

不同于《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等众导演各拍一部

短片，形成最终成片的方式，《金刚川》需要三位导演各司其职，既

合作又分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就一部完整影片。

导演郭帆主要负责影片第二个段落“对手”的部分。在正式开

机前，郭帆已经完成了镜头的预拍摄。这样就能有序安排2600个
视效人员按部就班地完成这些镜头。

谈到这部影片的合作与分工，郭帆说，“这是一个协同创作的

过程，特别是最后成片，会发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简单把它

区分开哪段是谁拍的，全剧组5000人真的是拧成一股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