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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上岛采风，

聊到不知道谁先睡着

位于灌河入海口的开山岛，虽

有“海上布达拉宫”的美誉，但它属

于基岩岛屿，其上怪石嶙峋，险峻

而陡峭，岛上既无树林泥土，又无

淡水资源。

丁涵第一次上岛采访便遇到

了台风，所有人都躲在船舱里不敢

出来，当船快靠岸的时候，一座高

大、层叠的海岛映入丁涵的眼帘。

她回忆称，“我从船舱钻出来的时

候，瞬间觉得这座远处看黄豆一样

大的海岛，却如此壮美。”

这次采访，丁涵随着勘景组一

起上岛，除了观察了岛上的通道、

甬道外，还第一次与王仕花进行了

交谈。或许是王仕花习惯了“报告

演讲式”的语言体系，也许是两人

首次碰面尚不熟悉，加上台风加重

第二天必须下岛，丁涵的第一次采

访确是带着遗憾结束的。

“再次来到开山岛，我便与王

仕花阿姨同吃同住了，也跟着她一

起劳动，接水管灌溉菜地，捕捉到

了很多细节。”丁涵说，“但当写到

一半的时候，我遇到了创作瓶颈，

便和导演商量，再次登岛。”

这一次，两人已摆脱了陌生

感，王仕花每天都给丁涵讲述这32
年的点点滴滴，他们就住在营房

里，很多时候聊着聊着就睡了，也

不知道是谁先睡着。

丁涵说，那个营房就是木板搭

起来的床，窗户是破的，用胶带绷

起来，保持着曾经的老样子，只有

一张小孙子满月的照片略带现代

感。夕阳西下的时候，她就和王仕

花在海岛上漫步，感受这份独有的

浪漫。

“编剧是一份孤独的工作，如

果在家里书桌上，对这一面墙编故

事，很容易走到死胡同里。”丁涵

说，“好故事要靠真实的细节丰富

起来，再多的天马行空也无法脱离

现实生活的质感。我始终认为，采

风是编剧最好的福利。”

因为一句承诺，

他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开始创作前，丁涵看了王继才

夫妇的采访、传记等各种素材，她

发现“时间”和“空间”是两个创作

难点。

时间层面，32 年的故事，难免

会写成一部“流水账”，而且从上岛

到牺牲，观众也知道人物的命运与

结局。因此要在两个小时内展现，

必须截取 32年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片段，不让大家觉得冗长。

空间层面，开山岛距离陆地大

约 10海里，说近不近，有时两三周

都没有补给送上去，但说远也不

远，还是会有迎来送往，并非与世

隔绝。

那么，32年的故事究竟怎么取

舍？“守”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丁涵

认为，传统好莱坞影片或者商业类

型片的创作理念里，人物做事都要

有动机。但通过采访，她发现英模

之所以是英模，就是我们无法用常

人的心态去揣摩他，也不能硬加给

他一个动机。

“王继才夫妇没有那么多的私

心，只是因为一句承诺，干了一件

惊天动地的事情。”丁涵说，“在他

们看来，这就是自己的生活，并没

有认为守得非常艰难。当这个包

袱甩掉，摆脱漩涡的纠缠之后，我

终于找到了一个正确的创作方

向。”

导演陈力也告诉丁涵，不要去

谈坚守的理由，这座岛固然有它重

要的战略位置，但他们就是平凡岗

位上的普通人，就像电影里那句话

“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不

亏心”。

“这就是我们提炼出来的最朴

素的价值观，有了这样的方向，就

可以避免刻意拔高人物，观众也能

感觉到他的朴实与幽默，从内心产

生对他（她）的敬佩。”丁涵说。

海燕知坚定，灯塔喻永恒

王继才上岛前，王长杰给他准

备了 30 盒烟、30 瓶酒。王继才曾

不解，“我不抽烟不喝酒，给我这些

做什么？”政委告诉他，“你会用得

到的。”

王继才上岛后不久便遭遇了

台风，迟迟没有供给，唯有依靠酒

来壮胆、支撑，靠抽烟来解闷。48
天以后，政委领着王仕花来到岛

上，王仕花被面前这个胡子拉碴、

满身臭气的邋遢男人吓傻了，甚至

还提出了离婚。

“这是王仕花阿姨给我讲的很

真实的故事，像是家长‘抓’到了一

个学坏的孩子。”丁涵说，王仕花告

诉她，自己觉得“老王”特别实在，

个子高，长得精神，特别有依靠。

“其实这种依靠到后来有相互的转

移，女性的力量、柔弱的力量也是

非常感人的，有时甚至更强大。”

就这样，两个人在海岛上相濡

以沫了32年，既是坚守的32年，更

是浪漫的32年。

电影中有一个很具代表性的地

点，就是升旗的圆台，丁涵透露，这

个圆形的瞭望台在开山岛的半中

间，距离大陆最近的地方，每天升旗

也成为两人最具仪式感的事情。

还有岛上的灯塔。当你晚上

在海岛上散步，只有灯塔安静的一

束光，有一种时间静止的感觉。丁

涵说：“灯塔有两层意思，一个就是

为打渔的渔船提供指引，避免发生

事故；还有一层寓意，在茫茫大海

里，远处有一处灯塔，那就是‘彼

岸’，也象征着永恒。”

“渡人也是渡己，他们在岛上

的坚守，是在帮助这些渔民；他们

把家安在了岛上，也是给所有人指

引家的方向。”丁涵说。

影片后半段，王继才得到了女

儿小宝的谅解，用略显僵硬的肢体

动作模仿海燕飞翔，寓意在暴风雨

中的坚定。这也成为影片最打动

丁涵的一瞬间。

“海燕在片中是有象征意义的

存在，当大宝把贝壳戴在头上说

‘我不是花仙子了，我现在是海燕’

时，能看到幻想过自己是小公主的

女孩的蜕变与成长；而王继才模仿

海燕的动作虽然不协调，却把对女

儿的愧疚，以及二人的和解表达出

来。”丁涵如是说。

阿姨说，我们把叔叔“写活了”

“你们把老王给写活了，我感

觉他就在我身边。”

《守岛人》北京首映式之后，王

仕花哭着对丁涵说了这句话，这也

有了二人相拥而泣的那一幕。

“我在现场很忐忑，观影过程

中不时回头看看阿姨的反应。”丁

涵说，“我特别能理解一点，当别人

拍你，不管写得有多真，演得有多

像，都需要接受的过程。当听到阿

姨说，我们把叔叔写活了，胜过任

何其他的鼓励和表扬。”

丁涵告诉王仕花，当你想念叔

叔的时候，就再把电影拿出来看一

看，或许能够温暖你，让你感觉这

段故事会被人记得。“看到他们的

故事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电影里，

有一种‘十年生死两茫茫，夜来幽

梦忽还乡’的感觉。我很难过，也

很幸福。”丁涵说。

从《冲出亚马逊》的特种兵到《惊

天动地》的指挥员，侯勇扮演的军人不

仅有血性，也有刚柔。这种血性与刚

柔的融合，是多年军旅生涯刻在他骨

子里的，为他在不同类型的影视剧中

驾驭各种角色提供了“阅历支撑”。

没有这样的支撑，他不可能从“亚

马逊”一飞冲天，也不可能在“白银谷”

和宁静爱得撕心裂肺。

侯勇的军旅生涯，始于南京军区

前线话剧团，十几年的舞台演出，能咬

牙一直认认真真地“跑龙套”，凭的就

是对表演的一腔热爱和对这身军装的

依依不舍。

可是到了 2017 年，因为军改，话

剧团撤销，侯勇的军旅生涯戛然而止，

他选择了自主择业。领到退役证的那

一刻，侯勇的眼睛湿了，内心空空的，

浓重的失落感，让他有足足半年都像

丢了魂儿一样，感觉脱去的不是一身

军装，而是被扒了层皮。

2020年，侯勇在电影《守岛人》里

扮演武装部长王长杰，这是一个真实

的军人。八十年代中期的武装部长，

处境确实如王长杰般尴尬：找几个民

兵轮流驻守一座孤岛，不是靠下命令

就能办到的。

因为王长杰的父亲和王继才的父

亲是过命兄弟，王继才看在情分上才

上了开山岛，本来说好半个月，没想到

王长杰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替换他。

王继才熬不住了就骂王长杰，可骂归

骂，坚守归坚守，日子一晃就从半个月

变成了一年两年三年……王长杰对王

继才的愧疚之心显而易见，可是要把

这种军人的愧疚演得令人信服，令人

动情并不容易。更何况导演陈力对演

员的要求极为苛刻。

王仕花在开山岛上生孩子这场

戏，是全片的重中之重。王长杰和妇

产科的女医生用电话遥控指挥王继才

接生，王长杰听到王仕花昏迷，王继才

绝望地叫喊，他那似乎要崩溃又绝不

放弃的表情，将骨子里的军人气质骤

然释放。此刻的王长杰，如果仅仅是

害怕王仕花生孩子有什么闪失他要承

担责任，那他就不是愧疚而是懦弱

了。所以他既要有揪心的紧张，又要

有急切的期望和咬牙切齿的鼓励。因

为他对王继才不只有愧疚，更有一种

信任和一种血脉相连的深情。

这场戏，王长杰嗓音嘶哑，满眼泪

光，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军人此刻所经

受的心灵煎熬，当听筒里终于传出一

声孩子的啼哭时，他忽然瘫倒在地，脑

袋咣当一下撞到地上，继而嚎啕大哭。

谁说军人的血性只表现在战场

上？这一场无所顾忌的泪奔，又何尝

不是一种令人震撼的血脉偾张？

侯勇说，没有王长杰的“倒地大

哭”，这场戏出不来，这个人物也出不

来。为了更准确地表现出这场“大哭”

的深层内涵，这个镜头拍了七八条。

每倒一次，都是对侯勇内心的一次撞

击。

陈力导演的严苛，让我们看到了

一个久违的侯勇，尽管他已经不再是

军人，骨子里的血性与刚柔却依然如

故。当王长杰站在细雨中，目送王继

才的父亲和王仕花上了公共汽车，一

脸的内疚中隐隐透露出一种坚韧：是

的，我对不起你们，可继才是我兄弟，

只有让他守这个岛，我才放心啊！

类似这样的潜台词，《守岛人》中

还有多处，可以说是本片的一种艺术

风格，也正是这种风格，为侯勇塑造一

个全新的军人形象提供了用武之地。

他内疚，但不懦弱，他亏欠王继才一家

很多很多，但他这个武装部长无愧于

国家，无愧于军人称号。

侯勇为了演好“王长杰病重时无

法说话”这场戏，事先练习了很多遍，

实拍时一条过。当他听到王继才说

“我不下岛了”，眼泪悄然流出。此时

无声胜有声，这一行泪就是铁血，就是

刚柔。

（作者单位：陈华，解放军文化艺

术中心影视部创作室；张傅茵，解放军

文化艺术中心影视部生产室）

《守岛人》北京首

映礼结束后，丁涵和王

仕花在后台相拥而泣，

更准确地说，是抱头痛

哭。

一位是得到电影

原型人物认可，心里的

石头终于落了地的编

剧；一位是在大银幕上

看到自己故事，回忆过

往、怀念亡夫的“最美

奋斗者”。两个年龄相

差30多岁的陌生人，因

为一座 1.3万平方米的

孤岛，一个延绵32年的

故事，一部 125 分钟的

电影，彻底交了心。

90 后的丁涵和 60
后的王仕花是两代人，

如何真实、准确写出跨

度32年的故事，再从平

凡、平淡、平常的守岛

生活中提炼出伟大的

精神特质，对丁涵来说

是个不小的挑战。

从构思到起笔，再

从瓶颈到突破，丁涵三

次踏上开山岛采访，与

“王仕花阿姨”同吃同

住同劳动，最终描写出

“一岛、两人、三餐、四

季”这一孤独却又不失

浪漫的生活轨迹，诠释

出王继才、王仕花夫妇

相濡以沫、扎根海岛、

守家卫国的时代楷模

精神。

侯勇：《守岛人》里的血性与刚柔
■文/陈华 摄影/张傅茵

亲手升起国旗的那一刻，刘烨理

解了王继才。

在电影《守岛人》里，刘烨扮演“守

岛人”王继才。在长期没水、没电、缺

衣少食、自然环境恶劣的条件下，王继

才和妻子王仕花两个人，在一座面积

仅有 0.013平方公里的国防战略岛开

山岛上，孤独地守了32年。他说，“守

岛就是守国”。2019年2月，王继才获

颁“感动中国年度人物”，2019年9月，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王

继才“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我就是好奇，一个人在孤岛上那

么多年，是个什么状态。”刘烨说，自己

起初是被王继才“守岛 32 年”的传奇

经历所吸引。在长达一年多的拍摄

中，刘烨有过迷惑，也有过不解，当他

逐渐走进王继才的内心世界，他看到

了一股力量，当他重现王继才在开山

岛亲手升起五星红旗的场景时，刘烨

忽然明白了，是什么支撑了王继才 32
年，为什么说“守岛就是守国”。

“每次国旗升起，我的内心就充满

了荣誉感和感动。”刘烨说。

一个石头山，没水、没电、没信号

开山岛跟刘烨想得完全不一样，

“我本来想，海岛嘛，应该会有海岛风

情，有海鸟，有海浪，有沙滩。到了开

山岛才发现，那就是海上的一个石头

山，跟之前浪漫的想法完全不搭边”。

的确如此，位于我国黄海前哨的

开山岛，总共只有两个足球场大小。

岛上没有淡水，没有电，信号也没有，

周边都是石头。刘烨记得，那里的海

水颜色非常深，赶上刮台风，翻腾的巨

浪打在石头上，有时能让人陷入绝

望。当地人说，在上面活着都难，更不

要说守。刘烨觉得，能在那岛上待一

个星期，都很了不起。

起初，刘烨最好奇的是，为什么王

继才能在这岛上守了 32 年？在王继

才的妻子王仕花的讲述中，答案渐渐

明晰。

王仕花聊得大多是二人在岛上的

日常生活，有他们共同面对的困难，也

有他们苦中作乐的故事。在王仕花的

言语间，刘烨看到了一个内心至纯的

汉子形象，“王继才最开始上岛，就是

对王长杰的一个承诺。这事儿特别像

古人的‘菊花之约’，就是我答应你的

事儿，至死我都会信守承诺。”

随着交谈的深入，刘烨又看到了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王继才的党性和

担当，“他是党员，他有党性，他是民兵

哨所的所长，守岛也是他的职责所

在。但无论是对朋友的承诺，还是他

的党性，在他的心里，真的有力量。”

在长达一年的拍摄时间里，刘烨

越走进王继才的内心世界，越是被王

继才的力量所触动，“哪怕只做一件

事，时间的维度足够长，力量感都是很

强的。”刘烨说。

尽力表现一个党员的坚守与忠诚

岛上的外景拍摄，艰苦而危险。

刘烨回忆，电影刚开拍的4个月，都是

上岛实拍，“我们在岛上赶上了两次台

风”，电影里一些暴风雨的戏，就是在

真的台风来袭时实地拍摄的。刘烨

说，海浪特别大，为了保护拍摄人员，

大家就往海里扔绳子，扔了好多根，都

是救生用的，防止有人被浪卷到海里

去。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挺危险。

事实上，饰演王继才的过程，也是

与王继才交流的过程。

刘烨还记得拍《守岛人》的第一场

戏，一共拍了 27 条才通过。“一开始，

我还是有想表现的东西，想用些表演

技巧。”刘烨记得，电影刚开拍时，大家

都有些不太习惯，“导演说，一切就是

朴实，不要表演技巧。所以一开始，每

个人都要把之前的表演习惯破除掉。”

脱去表演技巧后，演员与人物也就走

到了一起。

最让刘烨难受的一场戏是王继才

在海鲜市场与女儿小宝见面的一刻。

那天的市场里，除了群众演员，还有许

多真实的去市场买菜的群众，刘烨远

远看见小宝在堆满海蛎子壳的垃圾堆

上爬，手上划得到处是血，眼泪就落了

下来，“我眼泪一下就下来了，电影里

小宝的年纪跟我女儿差不多，我就想，

如果我闺女也这样，真是有点儿受不

了。”

导演陈力跟刘烨说，这场戏不能

“太出来”，因为“太出来的话，那就不

是王继才了，王继才是不会被一个瞬

间击垮的”。刘烨琢磨着这句话，揣摩

起了王继才的心情，“他一定也是心疼

闺女的，但他很难被自然、家庭、生活

所击垮，因为他有他坚持的东西。”他

说，“实际上，王继才做的这个选择，真

挺难的。”

刘烨把王继才的精神总结为“一

种特别大的牺牲和奉献精神”，“如果

当时王继才不守这个岛，岛就没人守

了，王继才是牺牲了自己的生活，完成

了内心的坚守。”在刘烨看来，王继才

的坚守，是一个共产党员对理想的坚

守和忠诚，而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表

演，尽力表现出这种坚守和忠诚，不光

为了王继才，也为了我国千千万万个

海岛上与王继才一样的“守岛人”。

一辈子守着这面旗

扛起国旗，齐步走，把五星红旗插

在旗杆上，抬头，敬礼，唱国歌。这是

刘烨在电影里的一套标准升旗流程。

每次拍，即便是相同的镜头，刘烨都抑

制不住内心的感动，就算一条拍了十

几遍，那种感动一点也不会少。

“自己升国旗，感觉不一样。很奇

怪，拍其他的戏，十几遍，基本就疲了，

但是拍升降国旗的戏，每次都会被感

动。”就连每次抬头仰望国旗，刘烨也

会觉得，仿佛立刻就被赐予了力量。

而在王继才心中，国旗也是他的

力量源泉。在新华社对王继才生前的

一次采访时，王继才说，开山岛上，国

旗比什么都重要。自从 1986 年登上

开山岛，与妻子的每一天都是从升国

旗开始。他说：“升起国旗，就是要告

诉全世界，这里是中国的土地，谁也别

想欺负咱！”有一次，他为了在台风来

袭前降下国旗，顶着狂风降旗，一脚踩

空滚下 17 级台阶，肋骨摔断了两根。

有人问他，值得吗？他却说：“守岛这

么多年，开山岛就是我的家，如果哪天

真出事了，就把我埋在岛上，让我一辈

子陪着国旗！”

电影拍摄时，当刘烨在岛上亲

手升起国旗的那一刻，他忽然就理

解了王继才，理解了他 32 年来的坚

守，也理解了他的牺牲与奉献，更理

解了他口中的那句“守岛就是守

国”。那一刻，刘烨的心里，是满满

的荣誉感。

专访《守岛人》主演刘烨：

每当国旗升起，我的内心都充满了荣誉感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丁涵与王仕花在海岛码头漫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