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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许朋乐

朱永德走了，病魔无情地将他的生

命摁在了第 78个年头，作为曾经当过

他的副手与其共事多年的我，实在难以

接受这样的事实。在我的印象中，他从

当摄影师到坐镇上影厂，给人的感觉总

是精神抖擞、精力充沛，每天风风火火、

冲冲杀杀，像被打过鸡血似的。谁也不

信他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呢？记得去年7
月 17日他动完手术，我和他的编剧老

同学陆寿钧费了好大周折总算戴着口

罩和他见了一面，聊了二三小时，当时

感觉他的气色和状态都特别好，对战胜

疾病信心满满，还一再表示出院后要抓

紧把许多想干没干完的事画个句号。

我想，过了这一关他的路还长着呢，他

不会轻易地被打垮。正如他所说，退休

后这几年，全身麻醉的手术他已经历了

九次，声带、颈椎、腰椎，都留下了累累

刀痕，他说这是为过去轻视身体还债。

然而，这一次幸运之神没有眷顾他，经

历化疗等医治手段后，他能咬牙挺住，

但奇迹最终没有发生。那些日子，疫情

无情地阻挡了我们，我们只能隔三差五

通通电话，每次，他的声音、气息都在清

晰地告诉我他正在渐渐地离我们远去，

心里被油然而生的缕缕忧愁牵攀着。

他走的那一天被定格在今年2月5日，

噩耗不啻传来，令人惊讶。生命竟会如

此脆弱！他带着疲乏和病痛，带着些许

遗憾和不甘，依依不舍地走出了我们的

视野，抛下的是遗憾、悲叹和思念。

论年龄，我与朱永德堪称伯仲，我

比他小几岁，但讲资格，朱永德则是我

的前辈，60年代初他从电影专科学校

毕业后就进了上影，从影早于我十多

年。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3年，我与

朱永德一起在上影打拼多年，虽不是

亲密无间，但彼此没有抵牾恩怨，没有

红过脸，互相都能信任和容忍。他是

一把手，绝对权威，出思路发指令，我

呢，辅助左右，出出主意，做做具体工

作，配合得还算默契。他是一个有性

格的人，脾气倔强，思想活跃，很自信，

有主见，行事泼辣，作风强势，有点马

套辔头只管拉，强按牛头不饮水的味

道。当摄影师那会儿，他百事爱管，是

摄制组的大拿。坐镇上影后，他的性

格拥有了纵横捭阖的更广阔的疆场，

怎能不呼风唤雨？

他当厂长那些年，正逢电影界风雨

满楼，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革在孕育萌

动。作为新中国重要电影基地的上影

厂因为政府统购统销的脐带被一刀剪

断，毫无准备地被一下子抛入市场大

潮，不成熟的市场，不健全的机制，很快

入不敷出，力不胜支，连工资都不能按

时发放，跌入低谷。大势所趋，改革势

在必行。但怎么改？没有前车之辙，缺

少政策支撑，又缺少丰厚的家底，想拽

住自己头发爬坡，不可能！有人悲观地

说，上影厂在计划经济的摇篮里躺了几

十年，各种弊端积重难返，不改革吧等

死，改革呢找死。然而，总有“不识时务

者”会选择“找死”，与其束手待毙，不如

奋而抗争。在经济捉襟见肘、领导又没

有具体要求的前提下，朱永德经过一番

思考，“犟头倔脑”认准一条道，拉马抬

枪，挥刀舞剑，对上影进行伤筋动骨的

“手术”。他想建立理想的现代企业制

度，调整组织架构，划小核算单位，落实

经济责任；他改革人事制度和分配制

度，企盼打破“铁交椅”“大锅饭”，降低

运营和管理成本；他改变制片形式，努

力开拓与港台地区的合作拍片业务；他

尝试建立市场运行机制，成立全国第一

家制片厂为龙头的东方发行公司和全

国第一条院线——东方院线；他完善车

墩影视基地的拍摄功能，尝试开发旅

游，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他关注数字

技术的发展，率先成立专业公司，拍摄

了全国第一部高科技电影《紧急迫

降》；他甚至动用一切力量，剥离、整合

所谓的优质资产，梦想开通上影上市

之路——

那些年，他确实做了许多别的厂不

想做、不愿做的事。应该承认，电影厂

要转型改制必须经历这些方面的探索

来寻求一条新路；但是在思想认识不统

一、客观条件不完全具备的当时，尤其

是员工的基本权利没有托底保证，一味

急于求成，大刀阔斧，毕其功于一役，步

子迈得太大，很容易伤害到员工的利益

和尊严。尤其是作为核心竞争力的创

作人员的收入断崖式地降低，严重挫伤

了他们的积极性，各种非议应声而起。

私下我们曾劝说他解决有些问题

不能操之过急，应该分步设施。但老

朱想一揽子攻克所有困难。用他的话

来说，“长痛不如短痛”。即便是一些

管理层面的事他也不放过。他烟瘾特

大，居然提出办公楼严禁抽烟。他真

的率先垂范，每次抽烟都跑到三楼专

设的吸烟室。别人抽烟，只要被他逮

着，格罚不论；他规定自行车必须停在

指定停放点，违者，罚；他要求食堂必

须到 12 点才能开饭，提前了，连分管

领导都要挨罚；他还把集团下属所有

部门原有的车辆、打字机、复印机统统

集中到集团，由车队和新成立的商务

中心，谁用都得记账结算——

大事小事，眉毛胡子，他都抓，需

要多少精力和耐力？除了勤奋好事，

自然还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他是个急

性子，每天各部门上报的文件或请示

一大堆，他总能当日批阅，除了要与班

子商量的基本不过夜。他是摄影师出

身，但特别喜欢咬文嚼字，不仅对每份

文件、请示逐字逐句进行修改，连标点

符号都不放过。更有意思的是，他的

批复一条又一条，这般要求那般叮嘱，

字数往往能超过原报告，他不仅告诉

你为什么这么做，而且一点一点指导

你怎么去做。难怪他每天眼泡虚肿、

嗓子粗哑，浓茶不离口。

他每天熬夜，还希望别人和他一

样为了工作也能熬更达旦。我有好多

次深更半夜睡得正香，却被他的电话

叫醒。他第一句话一定是“你睡啦？”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都几点啦？我有

点恼火。此时，他会带有歉意地说：

“不好意思，有件急事想和你商量一

下。”于是，星辉月光下，我俩就在我们

居住的上影公寓门口的长板凳上聊开

了，末了，操笔成文的事自然大多落在

我的头上。回到家，睡意已去，我伏案

冥思，匆匆然就把商定的方案的用文

字都给体现出来了。这样的事多了，

家里人有意见，当面给他提，他嘿嘿一

笑：谁让他会写呢？

朱永德属马，生在羊年头上，却一

身牛脾气。他这人是个炮筒子，有想

法有意见，喜欢巷口扛木头，直来直

去，当面开销，有时真让人下不了台。

有一次，他关照发行公司的一位经理

去上海展览中心办事，这位同志随口

在电话里问了一声“展览中心在什么

地方”？谁料他听了，光火了，扯着嗓

子尅了这位同志。事后我俩聊起这件

事，我说他不该发这样的火。他眼睛

一闪，“上海人怎么可以连展览中心在

什么地方都不知道？那还搞什么发

行？”这就是他的逻辑。他对领导也不

会遮遮掩掩、唯唯诺诺，仗着自己是艺

术家喜欢直来直去。搞发行体制改革

时，在一些会议上他经常和中影的同

志发生争辩，唇枪舌剑，面红耳赤，可

是会议结束，双方又坐到同一张桌子

上推杯换盏，谈笑风声。用他的话说，

这叫“屁股指挥脑袋”，利益要争，友情

不损，桥归桥路归路，人是人事是事。

有一阵组建东方院线，我负责横向联

系，他呢，负责组织片源，经常找局里

找部里，横冲直撞，诉苦，告状，争吵，

顶牛，摔乌纱帽，反正只要能拿到片

子，怎么做都行。一次我和他一起参

加广电总局会议，他发言时，竟然毫不

客气地批评一位领导某件事没处理不

公平，而这人平时和我们的关系不错，

对上影也挺关照。我当时心里很纳

闷，老朱干嘛呢？事后，那位领导很委

屈地找到我，一脸委屈。我无奈，只能

宽慰他，老朱就是这么个脾气，说了也

就了了。果然，会后，这位领导和他碰

上了，他像什么事没发生似的，说说笑

笑。我想，这也是他的一种能耐。当

然，他这种忍耐并非每个人都能欣赏

或容忍，得罪的人也不少。

老朱敢说能做，在电影圈也是挂

的上号的，加上他在电影厂厂长中年

龄较长资格最老，有点大哥风范，于是

被大伙推荐为“领军人物”，先后担任

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电影著

作权保护协会理事长。他这人“好

动”，不会只挂个虚职，名片上多个头

衔，而是真刀实枪地干。那几年，他呼

吁开设中央电影频道，让数千部老片

重映，细水长流为制片厂增加收入；他

四处游说，争取几家大厂参与进口片

发行，上影发行了《玩具总动员》等影

片，获利数百万；他还积极要求中宣

部、广电部为成立集团的制片厂配置

电影频道；为打破中影独家垄断进口

片发行的局面，他倡导组建由上影、北

影、长影等制片、发行机构入股的华夏

电影发行公司，上影每年都分得相当

数量的红利——退休后，他还一星期

隔一星期地去北京，为电影版权保护

东奔西忙，总想干点名堂出来。我不

止一次地劝他，这事难办，又没足够的

经费，你歇歇吧，不要再去了。他哪

听？最后我只好笑着对他说，你这么

来来回回，那点经费差不多都给你用

了。他看着我，半晌未说话。

说句实话，老朱爱干事，做过的事

多着呢，要一一细说的话，一张报纸容

纳不了。我作为见证人和参与者，内

心佩服他。但对他的评价，不是清一

色。他也不在乎，他说他就是这么个

人，性格使然。他三岁失怙，作为一个

贫寒之家的长子，生活的磨砺、社会的

锤淬，铸就了他的性格和脾气。当然

无情未必大丈夫。生活中，他也有亲

和温顺的一面，他和年迈的岳父母、母

亲住在一起，尊崇孝敬，关怀备至，他

和爱人——上海著名电视主持人小辰

两情长久，相敬如宾，数十年来，无论

谁出差，对方必然去车站、机场接送，

他视两个孙子为掌心至宝，疼爱有加，

唯独同是摄影师的儿子很难享受到这

份柔情，因为他曾是上影员工，是他的

部下 。

有人曾经要我评价一下朱永德，

我直言不讳，他自信，有时又有点自

负，他有主见，往往又掺杂一些主观，

他爱电影爱上影，把上影当作家，自然

而然一不注意就把自己当家长了。他

不是完人，他有缺点毛病，但至少他是

一个有生活目标的人、一个想干事的

人。也许，他的早早离去，是因为天国

有好些事等着他去做呢。

老朱，一路走好！

本报讯 西南联大纪录电影《九

零后》日前在北京举行全国首映礼，

100 余位西南联大的后人到场观影，

导演徐蓓等主创亮相映后见面会。

影片通过拍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

者杨振宁、“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

奖”获得者许渊冲、两弹一星功勋奖

章获得者王希季、中国科学院院士

潘际銮、《让子弹飞》原著者马识途、

著名翻译家杨苡、著名翻译家巫宁

坤等 16 位为当代世界和中国做出巨

大贡献、平均年龄 96 岁的西南联大

“九零后”学子，呈现了璀璨耀眼、风

骨俊逸的大师群像。

百位联大后人在放映开始前早

早抵达影院，盛装出席，难掩激动。

有观众表示，“我看到他们很激动，

我们失散很多年，因为有西南联大，

我们又走到了一起。”观众中还包括

西南联大 44 级土木工程系学子、102
岁高龄的王文俊先生，老先生精神

熠熠地看完整场放映，他也成为该

影院历史上最年长的一位观众。

翻译家杨苡是《九零后》的主要人

物之一，她的女儿、艺术家赵蘅女士在

映后交流环节动情发言，“今天在大银

幕上看到了我妈妈好多次……我身

上的担子特别重，我们要传承下去，

告诉子女我们中国曾经有那么了不

起的学校！”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原

校长张道一也是影片所拍摄的 16 位

联大学子之一，他的儿子张海东先

生同样亲临首映礼，他极大地肯定

了影片的价值，“看到这些殿堂级的

大师娓娓道来他们在青年时代所想

所思，这个片子使这些人能够成为

历史永恒的纪念。”

《九零后》的导演徐蓓与现场观

众分享了影片创作阶段的故事，“当

我们反过来再去采访那些老人的时

候，有三个人已经离开了人世，有更

多的人虽然在，但他们在医院里，他

们不能再次出来讲述他们的故事，

我意识到很多人都是在人生当中最

后一次对着镜头讲出他们的经历，

我觉得他们需要、他们值得这样一

个仪式感，就是用最好的音响，在最

好的环境里面，关上灯，静静的，不

发弹幕，看他们的故事。”

谈及《九零后》如何与当下的 90
后、00 后如何“对话”，徐蓓表示，“这

个片子当中，每一个人呈现出来的

那种青春的狂狷，还有他们当时的

迷茫，他们的爱情，我觉得跟我们所

走过的路都有投射，他们就是我们

的镜像。”有激昂文字，有浪漫文艺，

也有以血报国、不负韶华，当年的西

南联大人诠释了各式各样的青春，

每个人都能从《九零后》中得到你想

要的那一款青春。

西南联大纪录电影《九零后》由

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摄制，云南润

视荣光影业出品，腾讯影业、哔哩哔

哩影业、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云

集将来、云南金彩视界影业和上海

大象伙伴影业联合出品，5 月 29 日

全国公映，5 月 9 日起在上海、深圳、

广州、南京、杭州、成都、武汉、长沙、

西安、重庆、昆明等 12 个城市，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

学、南京大学、湖南大学等全国十多

所高校进行交流放映，并在全国各

地组织百城首映礼。

（木夕）

本报讯 由刘伟强监制、李达超执

导的电影《维和防暴队》日前已顺利

杀青，并发布先导海报。电影聚焦中

国维和警察，讲述中国维和警察防暴

队在海外执行任务的故事。影片由

黄景瑜、王一博、钟楚曦、张哲瀚、谷

嘉诚主演，片中他们头戴蓝盔，全副

武装，再现中国维和警察为和平执甲

前行、勇毅远赴的英勇形象。

《维和防暴队》1100 多名工作人

员，历时三年多的筹备与拍摄，目前

顺利杀青。片中，中国维和警察防暴

队在海外执行任务，为了维护安全与

和平，在危险中前行，枕着枪声入

眠。此次维和防暴队的成员们又将

应对全新的严峻挑战，向世界展现中

国维护国际和平的大国担当。

影片由中中（北京）影业有限公

司、捷成星纪元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万达影业（霍尔果斯）有限公司出

品，预计2022年上映。

（影子）

“白描”朱永德

朱永德同志1943年1月生，浙江海盐人。

1959年9月——1962年9月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摄影系学生；

1962年9月——1973年1月 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影助理；

1973年1月——1985年3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影；

1985年3月——1987年7月上海电影总公司摄影；

1987年7月——1989年4月上海电影制片厂第一创作室副主任；

1989年4月——1990年3月上海电影制片厂制片人、办公室主任；

1990年3月——1995年8月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

1995年8月——1996年2月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

1996年2月——2001年4月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电影电视集团总经理；

2001年8月——2003年3月上海文广影视集团副总裁、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电影集团公司总裁；

2003年3月——2003年5月上海文广影视集团副总裁、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

2003年5月——2006年上海文广影视集团副总裁。

朱永德同志2006年4月光荣退休。

朱永德同志1974年开始作为摄影师，独立或合作拍摄的影片有:《难忘的战斗》、《新风歌》、《风浪》、《海之恋》、《小城春

秋》、《咱们的牛百岁》、《牧马人》、《飞来的女婿》、《日出》、《高山下的花环》、《紫红色的皇冠》、《开天辟地》等，其中多部影片获

政府奖及百花、金鸡、童牛等奖项。 曾担任的社会职务主要有: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知识产权学会理事，中国电影攝影

师学会副会长，中国版权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理事长、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海

外推广中心主任、中国制片人协会理事长、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理事长、上海国际电影副主席和第五届评委会主席,上海市

第十一、十二届人大代表。2005年，被国家广电总局授予优秀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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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从未曝光过的共和国成

长史珍贵影像，汇集到一部 88 分钟

的电影之中……这部让所有人震撼

感动的珍贵影像纪录电影《岁月在这

儿》，由郭本敏任总导演，郝蕴担任导

演，刘洋担任执行导演。近日，片方

发布“剪纸”版定档海报，用大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贴近生活，同时宣布于 5
月28日上映。

《岁月在这儿》以中央新闻纪录

电影制片厂几代纪录电影人拍摄的

珍贵镜头为素材，其中更有无数新闻

电影摄影师付出生命与鲜血的代

价。本片的时间跨度从 1948 年的

“三大战役”到2019年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以编年体的方式，首次曝光共

和国大量珍贵影像，记录了党、国家

和人民走过的不平凡岁月。

影片由负责记录新中国所有重

大事件与活动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

制片厂出品，从 50 万分钟厂存影像

中，精心编排，其中许多珍贵影像是

首次曝光，可以说是“宝藏中的宝藏

电影”。

（花花）

本报讯《一百零八》近日发布终

极海报和预告片，终极海报上罗汉

寺的僧人，在地震的危难时刻，救护

孕妇，以坚毅的目光望向远方，所有

人也都期望着希望与光明的到来。

预告片则将地震中的众人救援群像

戏展现地淋漓尽致。影片根据真实

事件改编，讲述了发生在“5·12”地
震中罗汉寺诞下 108 名婴儿的真实

事件，这个神奇的数字背后是一段

不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一百零八》取材于“5·12”汶川

特大地震期间发生在四川德阳什邡

市的真实事件，震后的什邡市妇幼

保健院濒临倒塌，医护人员与孕产

妇们在罗汉寺僧众的帮助下，为新

生命连起一道保驾护航的铜墙铁

壁。

影片将于 5月 15日正式上映。

（花花）

《维和防暴队》杀青

《一百零八》发终极预告

纪录电影《岁月在这儿》定档5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