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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档期亲情题材影片《你好，李焕英》

热映，受到广泛好评，形成争赴观影的盛况。

这部影片歌颂亲情、饱含真情，把植根传统美

德而体现时代特色的“新孝道”以文艺片的形

式呈现于银幕，传导了源自普通群众、源自百

姓日常的感同身受，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共鸣，

是近年难得一见的叫好又叫座的影片。

一定意义上讲，这部带有些许自传印记、

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的影片，有力践行了“要以

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

感”“文艺作品要满足人民文化需求、提升人民

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重要论述，通

过文艺的形式“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的真情实

感，从而让人民从身边的人和事中体会到人间

真情和真谛，感受到世间大爱和大道”。

情感深化和主题拓展

由此悬想420多年前，“东方莎士比亚”

汤显祖在他“临川四梦”之《牡丹亭记·题

词》中提出著名的“至情论”：“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

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昔时，柳梦梅与杜丽娘在戏曲舞台上完美

展现了极为浪漫的爱情。

电影《你好，李焕英》母本可追溯到

2016年贾玲、陈赫等联袂演出的同名小品，

二者在故事、情节和叙事风格上显示出较

为明显的延续拓展轨迹。但从一个约15分

钟的小品到一部2小时的电影，并非时间的

拉伸和容量的扩充那么简单，这里面有创

作团队对剧本的精心打磨、对场面调度的

熟练掌控、对构图与影像的琢磨巧思等，尤

为重要的是，如何让小品因时空阈值、艺术

形式、布景道具等的囿限而“意犹未尽的抒

情”更加酣畅、饱满、肆意地释放，让一部主

打“情”字的电影真正以情动人，又能恰到

好处地把握故事节奏和调动观影情绪，让

观众从小品“慢慢地刺你的心”的情绪体验

中，走向观影时而开怀大笑、时而伤心落

泪、酽然沉浸其中的心灵之旅，把小品演员

意犹未尽的“遗憾”转化为电影观众悠久绵

长的“回味”。这是电影制作必须始终坚持

的一条主线，也是电影能够俘获诸多观众

的诀窍所在。

2016 年小品演出时的成功反响，以及

潜伏在观众脑海中的记忆火花，为2021年

的电影奠定了一部分观众基础，这助长了

导演的底气和信心，但同时也生产了一种

更高的期许和无形的压力：5年之后，如果

一个“似曾相识”的文艺作品不能在思想内

涵、情感渲染、艺术角色等方面带给大家更

多的画外之意、弦外之音，不能制造更大范

围、更深程度的有余不尽的话题和惊喜

——特别是在电影银幕与小品舞台殊途同

归的全知视角和古典叙事呈现形式下，如

何避免观众的审美疲劳，带给大家主题的

“疏离感”，激发大家猎新的冲动感——如

果不在“守正创新”上下足够功夫，想必观

众是不会轻易买账的。这一点，从当前的

票房、口碑来看，电影显然没有让绝大多数

观众失望，创作团队四年磨一剑的苦心孤

诣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也是电影获得

市场成功的又一诀窍。

相比于小品，电影从情感深化和主题

拓展两个方面实现了电影对小品的超越，

情感酝酿更浓厚，抒发更淋漓，感人更深

刻，这一切都是着眼于对“至情”的尽致表

现，而实现基于新的载体守正创新的过程

之中，这是电影成功的主要诀窍，我想大多

数的观众和具有一定水准的鉴赏者，对我

这个结论当无异议，说不定也有一种“会意

微颔，莫逆于心”的亲切感和既视感。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者、编剧切萨雷·柴

发蒂尼主张：电影“必须讲述现实，就好像它

是一个故事一样；生活与银幕之间不能有一

点间隙。”毋庸置疑，《你好，李焕英》是一部

现实主义风格电影，虽然跟从了“穿越时空”

这种当下影视剧乐此不疲的潮流，但它只是

一个表象、一件外衣，质言之，它只是一种叙

事手段和技巧，只是为了方便剧情讲述，在

浪漫主义的形式下还是现实主义的内容。

一些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也常常以时空穿

越、意识流、梦境、玄想等方式呈现，比如《红

楼梦》即以僧道论石、太虚幻境开篇。电影

对小品最主要的继承，即沿用了小品的情节

建构，采用了诸如《夜长梦多》、《女友礼拜

五》等经典影片的“四段式结构”。

“四段式结构”的创立者霍华德·霍克斯

通过对古典叙事线性结构的创新，建立起一

种明显而固定的电影叙事结构：第一段为序

言，或是建立主角在过去或者现在的亲密关

系中的冲突，或是以两个明显对立的角色首

次相遇时的矛盾来引起冲突。第二段和第

三段发展第一段中已经建立的主要冲突，或

者以冲突角色之一或生活方式来主导第二

段，或是在第二段让角色之一独自起作用，

然后在第三段时另一角色加入。第四段通

过开场时设定的自然状态来解决中心矛盾，

但此时，对立的角色将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

待他们自己和彼此。有时，霍克斯也会增加

一个小的尾声或者“标志”来与开头相呼应

（以上引自美国科里根《如何写影评》一

书）。比照上述模型，我们发现电影与小品

都借鉴了“四段式结构”，或者说自觉不自觉

地受到上述结构模型的影响。

电影的第一段序言，时间设定为2001年，

玲儿考上大学的那年。以极其简洁明快的手

法，剪影式展现了玲儿从出生到考上大学的

片段，而将重点放在玲儿的破裤子（特写镜

头）、升学宴的滑稽剧（设置悬念）以及宴后母

女谈心（前后照应）等段落上。这一段随着一

声尖利的刹车声和沉闷的撞击声戛然而止，

这时片名、导演、主要演员等字幕才浮上银

幕，很明显是要与后面的段落相区别。这一

段的主要作用是设置悬念和埋下伏笔，后面

情节中，破裤子这一特写数次出现，这是女儿

对母亲的思忆交汇点和情感寄托物，通过有

形的“物”表达无形的“情”，在传统文艺中，这

叫做“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升学宴上包玉

梅关于“天大的好事”的谈论成为最大的悬

念，到了第三段谜底才终于揭晓。对比小品

的序言部分，故事背景设定是1986年的化肥

一厂，瘸腿的张江、卖豆腐的小哥、玲儿母亲

李焕英先后登场，同样设置了悬念：张江的腿

为什么会瘸？卖豆腐的小哥对剧情进展有何

作用？但明显地，受舞台表现形式的限制，小

品的序章相对简单。

从母亲遭遇车祸玲儿医院陪床一直到

穿越时空从天而降的情节，可以说是一个特

意设置的过渡段。这一段值得注意的地方

有三：一是对景框运用的自觉。很明显这里

受到希区柯克《后窗》对窗框、走道或舞台等

内在景框利用的影响，天空一缕阳光透过医

院窗户照射进来，又穿过长廊，这时镜头虚

化，我们的目光被引到一个迷离朦胧的地

方，恍惚间完成了从2001年到1981年的时

空转换。二是对布光和主观镜头色调的把

握。天空中的阳光本来是清朗的，穿过窗户

和走廊的时候却画面泛黄，这里使用了人造

光源，主要是烘托一种怀旧的气氛，同时暗

示时间的倒带。至于玲儿已经来到1981年

的胜利化工厂，我们留意到从她跌落的树叶

堆开始，沉睡许久的颜色仿佛一下子被唤醒

了，玲儿经过的地方从黑白色渐变为彩色，

这里可能受到了《绿野仙踪》中从黑白到彩

色的色调渲染变化的启发，通过技术性要素

暗示故事的结构方式。三是玲儿天外飞仙

般从天而降的桥段。这里最开始用了仰拍

镜头，但很快就切换成了俯拍镜头，因为不

是3D影片，俯拍更能表现从天而降的冲击

力；落地的一瞬间刚好砸到了路过的英子，

英子昏迷，玲儿安然无恙，这就是电影中必

要制造的巧合，使主要人物尽快登场并发生

关联；玲儿跌落的地点布景也是有深意的，

熟悉贾玲身世的观众可能都了解，贾玲母亲

李焕英刚好在她上大学那年从装满秸秆的

车上摔下不治身亡，我想如果不是因为与化

工厂的环境实在不协调，贾玲在这里可能更

想用秸秆堆而非树叶堆；现在，用从天而降的

方式表现穿越时空在现代电影中很普遍了，

但这一表现方式较早地出现在迈克·杰克逊

的MV《Black or White》中，拍摄很经典，对后

来的电影应该也有一定启发意义。对比小

品，这个过渡部分不是特别明显，或者因为时

间关系和舞台限制直接给忽略掉了。

电影的第二段和第三段，可以合并解

析，围绕解答序言中的悬念，通过玲儿穿越

时空帮助母亲（表姐）“高兴”为主要情节，

带有明显的轻喜剧风格。主要剧情包括帮

助英子买到全厂第一台电视机、帮助英子

组织起排球队并在全厂比赛中绽放异彩获

得厂长父子的关注、帮助英子撮合与沈光

林的恋情和追求她认为的理想中的爱情。

场面调度和精神塑造

影片热映后，一股对八九十年代的怀

旧风飒然而至，这也得益于导演、编剧的煞

费苦心，对八九十年代的艺术呈现非常成

功。关键之处，一在场面调度，二在精神塑

造。在标志性的定场镜头中，我们发现电

影中八九十年代的事物俯拾即是、随处可

见：主取景地胜利化工厂，带着浓浓的单位

文化痕迹，满满的特殊年代记忆；不论贴满

大街小巷的工人简笔画海报，家中的辛酉

鸡年日历，刷在白墙上的工艺美术字标语，

乃至人们身上穿的“的确良”面料的衣服；

也不论一群女工在操场上合跳皮筋，广播

放送着时或铿锵有力、时或深情款款的男

女播音，背景音乐跳跃着邓洁仪《路灯下的

小姑娘》、李谷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当

时火遍大江南北歌曲……还是凭票购买电

视机的场景还原，电视机播送郎平率中国

女排夺冠的特大喜讯，工人文化宫放映解

禁后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毒草”《庐山恋》，

青青毛豆就是观影、出游的最好休闲食品，

沈光林激情澎湃地教工人合唱团蹩脚的粤

语歌，还有时代城市宽裕生活标志的“三转

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甚

至是“长脸”“出息”等时代高频词……这些

都勾起了人们特别是出生于那个时代的人

们最朴素的“年代记忆”。

一个年代必有其独特的精神风貌，那

时正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人

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用电影旁白的原

话，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拥抱世界

的年代”。我们感受到单位文化的单纯、热

烈，看到工人们的拼搏奋进、互助友爱，人

们对精神的享受胜过对物质的追逐，女排

队员们的比赛，大家不是为了晋升职务，不

是为了比赛奖金，简简单单一只手电筒、一

个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洋瓷杯，就让大家

兴奋满足不已，简单的物质奖励，就能带来

极大的精神满足，这是一个朝气蓬勃、青春

飞扬的年代。工人们的集体荣誉感特别

强，厂长意味深长的一句话“人只要有一股

不服输的精神，就会有光彩”，道出了当时

以精神面貌为重的审美取向。

照应和暗示

我们看到在第二段和第三段中，第一

段序言中的悬念和伏笔一一解开：最大的

悬念——也是最大的反转、最大的悲剧、最

大的宿命——无过于玲儿想要撮合李焕英

与沈光林的爱情，却终究是劳而无功，这里

透露了一种人面对不可更改的天命时的渺

小感和无力感：哪怕你来自未来世界，哪怕

你预知了事情结局，你仍然无法改变宿命！

宿命之无法改变，影片中主要是通过

暗示的手法来揭示：比如玲儿精心为英子

和光林准备的看电影，两人却始终阴差阳

错无法坐到一块；两人的第一次出游划船，

光林却闹肚子出尽洋相；李、沈二人名字连

起来谐音“欢迎光临”，这也寓意了二人注

定只是彼此生命中的过客——“欢迎光临”

是对客人说的，而不是对爱人讲的。

更加强有力的暗喻，是影片中三次提

到“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句话。知道这

句话背景的朋友都明白，这话的背后是一

起政治上的悲剧事件，在影片中也为英子

和光林二人结局作了注脚。第一次光林讲

对英子“陷进去了”，天空雷声隐动，他说出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已是不祥的征兆；

第二次是冷特跟玲儿在电影院外，冷特再

次讲起，玲儿心中懊恼，追打冷特，这时瓢

泼大雨倾泻而下；第三次是画外音响起，但

不知谁说的，代表了“天意从来高难问”的

宿命之音的最终评判。所以最终英子还是

嫁给了贾庆田，而玲儿也没能“逆天改命”，

挽回母亲的生命。在小品中，充当这个暗

喻作用的是卖豆腐的小哥，正揭示了“豆腐

易烂、爱情易碎、生命易逝”的永恒之悲。

小品与电影

电影的第四段演的是玲儿与英子两个

人的对手戏，其实更本质上是玲儿的独角

戏，应理解为玲儿对自己内心遗憾的抚慰

和对心结的消除。两人一番酒后交心后，

玲儿知道宿命无法改写，内心的凄楚崩溃

可想而知，但最终也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个

现实。这时两人的真正关系才得以确定，

原来不是表姐妹而是亲母女！这一节完全

是贾玲真性情的演出，乃至与剧中角色合

二为一、融为一体而不自觉，这样确实能深

深打动观众，但我认为，太多个人命运感的

代入，太多自我沉浸式的宣泄，导致最后这

段伤情已甚、哀而过伤。最后，电影在一片

落叶飘零、音乐响起中结束，李焕英的真实

照片、事迹简历等文字资料出现在画面上，

从手法上来讲，也正是霍克斯式的小尾声

和小“标志”。在小品中，这一片段是贾玲

完成了母亲买冰箱、卖绿色皮衣等几个心

愿，对着虚空中的妈妈展开对话，妈妈所说

的话其实是贾玲的内心自白。

凡所过往，皆为序章。很显然，同名《你

好，李焕英》电影相比小品，无论艺术成就还

是社会影响前者均远超后者，但这并不能贬

损或者降低小品的价值。“罗马城不是一日

建成的”，元曲代表作之一王实甫《西厢记》

是在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基础上形成的，

四大名著除了《红楼梦》也是在历代小说、评

话、演义基础上综合加工的。对于电影《你

好，李焕英》来说，没有小品的成功奠基，也

就不会有电影的巨大成就，至少影响力上要

打折扣。艺术的门类不同，观众对象不同，

投入成本不同，传播渠道不同，效果影响自

然不一样。对于贾玲创作团队来说，从《你

好，李焕英》到《你好，李焕英》，小品是通向

电影的“桥”与“筏”，一旦安然渡过，绝不可

留恋过去，必须毅然舍“筏”登岸；但也绝不

可忘记历史，永远不能过河拆“桥”。

2021年3月14日即将上映的影片《合法

伴侣》，是黄建新监制黄雷的第二部影片，第

一部是2012年的《愤怒的小孩》。

《合法伴侣》讲述的是在英国求学的音乐

才子——谷大白（李治廷饰），因一次意外，面

临签证到期即将被遣送回国的问题。而金天

（白客 饰）作为古大白的好兄弟，为了帮朋友

解围，想“假结婚”帮助好兄弟渡过难关。此

时，赫敏（张榕容饰）成为古大白的新邻居，意

外的邂逅让这个女孩闯入古大白的世界，而

自己的好兄弟金天也因为这次善意的谎言和

多年的女友发生了情感危机……

这部喜剧爱情片不同于黄建新监制的

《我和我的家乡》、《长津湖》等影片，相对来

说体量规模较小，而且在创作题材上也有所

不同。但黄建新依然表示，和青年导演合作

能带来的新鲜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其实

电影永远是新的代替老的，那么代替的是什

么呢？就是新鲜内容的替代。”

对黄建新来说，这次与青年导演合作只带

30多位主创人员到海外，与当地70位工作人员

一起拍摄制作影片，也是一种极为新鲜的感觉。

黄建新谈从《我和我的家乡》到《合法伴侣》：

监制是我一直要做的事
■文/ 本报记者 李佳蕾

《你好，李焕英》：

从小品到电影的“桥”与“筏”
■文/ 安 东

回顾黄建新导演在电影行业的“摸爬滚打”，很多影片的片头都

会出现他的名字，或许这是他“立”在电影界的最佳证明。也许很多

观众都已经遗忘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黄建新导演的作品，如：《黑炮

事件》、《错位》、“城市百态三部曲”等影片，但观众们绝不会对《建

国大业》系列、《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我和我的家乡》等影

片感到陌生。黄建新从导演到监制、从“台前”到“幕后”、从个人表

达到工业体系，他一直与中国电影共进步、同发展。

导演思维和监制思维是不一样的。作

为导演，最重要的是利用镜头去讲故事、是

以视觉思维为基础的。但是作为监制，需要

考虑多角度、全方面的平衡，在创作、技术最

大程度支撑的前提下保证影片的正常拍摄

运作。黄建新认为，一个好的监制需要“保

护好导演的创造力，使他们义无反顾地把他

们的创造力表现出来。”

以前，中国电影还不重视监制的发展，

更别提对于监制的认知还处于一种混沌的

状态。黄建新一开始也是只做一些跨国影

片的监制，在国外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下，

国外的影片团队知道监制的能力和作用。

现在，国内也逐渐认识到监制的重要

性，黄建新非常高兴地说：“现在我一年接到

邀请就非常多，就是要帮导演们去做监制。

这就代表我们了解了这样一个电影工业的

保障体系。”

2021年即将上映的《1921》是黄建新最近

导演的新片，在问到黄建新未来会继续拍摄影

片还是做监制时，黄建新说：“还是会监制为多。”

其实不管是监制还是导演，黄建新都在

中国电影飞速发展的过程中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在面对当今数字时代的发展下，

黄建新表现得积极融入新的语境、从容应对

新的挑战，就像青年导演一样，始终怀有一

颗对电影赤诚的真心。

在未来黄建新非常期待“有更好的、更

多的监制出现，这对中国电影的整体提升，

是一个重要的表现符号之一”。

青年人的培养是一个国家的未来，电影行

业亦是如此。以前，电影行业里培养青年人提

到的“传帮带”在今天的语境下已经有了一些

改变，而这些改变让黄建新感到非常高兴。

以前的“传帮带”是说年轻导演没有机

会去拍片，需要一位经验丰富、资源充足的

前辈帮他找机会去拍片。“现在我们电影已

经跨过这个阶段了，以前我帮青年导演找

钱，让他去拍一部戏。但现在，这个阶段已

经跨过了，这是我很高兴的。其实这两年我

都没为青年导演找钱，只是说推荐一下他们

进入一个创投，帮他们获得认可，然后就有

企业来投资拍摄。”

现在，很多的年轻导演通过创投会、青

年电影节展等方式，最大程度地接触到电影

界的资源。黄建新强调，现在不仅国家的电

影主管机构重视电影界青年人才的培养，而

且在电影教育上也应该多投入一些精力。

黄建新说：“我们有学表演的、导演的、

文学的，但是我们没有学监制的。我们有管

理系，可以在管理系中培养一批复合型人

才，他们又懂艺术、又懂算账，就是我们说的

又懂管理、又懂计划。我现在有的时候就跟

校长讲是不是可以开设这样的专业。校长

说我们一直想，但是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

开，怎么样有一个完整的训练体系。这样我

们就后继有人，就有一个基础保证，我们不

排斥偶然产生好监制的可能。”

中国电影人正在一步步走可持续性的

创作——如《唐人街探案》系列、《刺杀小说

家》“宇宙开启”等等——年轻导演所带来的

新鲜感也尤为重要。青年导演用他们敏感

又细腻的触角去感知世界，通过更为新鲜的

电影为中国电影的内容拓展边界。

每一部电影的制作都是有困难的。如

黄建新监制的《长津湖》，原本计划是2019年

年底至 2020 年年初开拍，但是因为遇上疫

情，不得不中止拍摄计划。在谈到拍摄《长

津湖》时遇到的困难，黄建新感概地说：“我

们 2000 多人的摄制组，最后到快到 3000 人

解散。大家光回家很多人就回不去，家是湖

北的、河南的根本就回不去，在东北呆了好

久才慢慢地疏散，今年再聚合起来拍。”

但电影拍摄过程中的困难根本就难不

倒黄建新，每一次出现的困难都是他成为一

名优秀监制的“法宝利器”。在拍摄《合法伴

侣》时，如何让观众更能够融入电影，不会因

为在异国他乡的拍摄而产生割裂感，黄建新

在拍摄手法、剪辑手法上都给予了一定的指

导。“电影就是说你生活在这儿，是真的骑自

行车过了这个桥，好像很自如地生活在这

里，观众才会认可。你不能就拍一空镜头回

来，下面切到室内对话场景，这样子的拍法

是不可取的。”

在国外拍摄计划严谨的前提下，黄建新

多年丰富的从业经验更是让本片在拍摄进

度上按计划如期进行。英国拍摄影片，必须

按照计划表上的周期完成影片的拍摄任

务。哪一场戏在什么时间点完成是非常重

要的，因为这关乎到能不能按时地去转下一

场戏。比如说，《合法伴侣》中有一场戏是李

治廷饰演的谷大白从白金汉宫的门口骑车

穿行，如何让镜头准确地从人群到李治廷、

如何利用好光线等等，都是需要去考虑、解

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身经百战”的黄建

新面前迎刃而解。那一场戏像是老天爷赏

饭吃，光线、人群都能够那么恰到好处，或许

是天意，或许也是黄建新多年的经验助力。

过去的拍摄、监制经历，能让黄建新与

青年导演合作时充分利用以往的经验避免

很多拍摄时的“坑”，也能让黄建新积累更多

的制作经验。

◎与青年导演合作拍片
新鲜感是最重要的东西

◎拍电影本身就是困难的
我们就是去解决问题的

◎培养更多的年轻导演
需要多方共同的努力

◎保护好导演的创造力
监制是我一直要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