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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送你一朵小红花》的时候，

韩延就知道《人生大事》了。“当时联

瑞的老板来探班，聊到他们从平遥淘

到了一个丧葬题材的项目，几年前我

策划过一个临终关怀的项目，只不过

我没有直面丧葬。”韩延在完成《送你

一朵小红花》之后，联瑞第一时间给

了他《人生大事》的剧本。

剧本只读到一半的时候，韩延

就觉得这个项目非常有意思，“因为

作为丧葬题材，它在剧本呈现的时

候并不沉重，反而很轻松，它甚至用

有点荒诞的方法，写了一个很沉重

的题材。”在影片宣传期间，他在微

博上写道，“我在最初看剧本时，脑

子里就在自动循环二手玫瑰的歌。”

伴随着二手玫瑰乐队略带荒诞不经

的歌声，韩延最开始决定“去帮助这

个故事做点什么，自然而然地成为

了《人生大事》的监制”，似乎早已是

他口中的“宿命”。

不过，在韩延的作品中，可不仅

仅只有“死”是大事。他理解文艺作

品的终极意义“就在于破解人生、生

命的意义，逃开生老病死去谈，都是

比较形而上的，非常浮夸的”。所

以，在他的作品里，“生老病死”变成

了一种探讨生命意义的方式。

《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

小红花》均在讲述“生老病死”中关

于“病”的故事，而韩延导演最新拍

完的《我爱你！》则探讨的是“老”，影

片聚焦老年群体描绘老去的故事，

“这是对于生命的一种思考”。《人生

大事》将“生与死”结合，坦诚地掀开

死亡面纱，思考人们该如何面对死

亡，他觉得，“‘死’是大家最忌讳去

谈或者最介意的一个命题，而中国

应该有这样一部作品去冲破这个壁

垒。”

韩延带着他对于文艺作品的终

极意义的理解，将自己的创作重心

放在了对生命本体和生命意义的探

索和追问上，“在生活中积累相应的

素材，也会观察相应的生活细节来

支撑我的创作，这是一个相辅相成

的过程，勾勒出了现在的我的创作

框架。”

本报讯 近日，由韩延导演，倪

大红、惠英红领衔主演，梁家辉、

叶童特别演出的现实题材温情电

影《我爱你！》发布首款海报，并发

布“爱到老”、“爱不老”主题预

告。影片改编自姜草原创同名漫

画，讲述平凡人生中的两对老人

生命尽头纯粹而又热烈的爱情故

事。目前影片已完成全部拍摄，

正在紧张后期制作中。

三款物料各具特点，四位实

力派演员倪大红、惠英红、梁家

辉、叶童背影出镜的首款海报氛

围感十足，更有用心满满的细节

勾勒。画面中，四位老人或立或

坐，于繁茂的绿荫下小憩，满地落

叶掩映着他们沾染岁月痕迹的身

影，既有闲看风景的日常之感，又

充满了故事性，耐人寻味。而位

于海报中心位置孤独站立的大

象，则在影片中承载着重要且深

刻的寓意，令人好奇这个神秘的

生命将和四位主角产生怎样的

联系。

影片发布的“爱不老”、“爱到

老”预告，则揭示着两对主角不同

的情感关系：一对是不打不相识，

却如初恋般浪漫的迟暮之恋，一

对是相濡以沫陪伴一生的恩爱夫

妻。“爱不老”预告中，倪大红和惠

英红饰演的两位老人彼此萌生悸

动，却不敢印证自己的内心，直

到一句简单质朴的告白“我好钟

意你”才打破两人间的僵持。沉

浸爱情之中的他们，仿佛找回了

少 年 时 的 勇 敢 和 冲 动—— 我 爱

你，爱不老。“爱到老”预告中，

梁家辉和叶童饰演的夫妻俩，则

是另一种情感状态。两位老人

深深注视彼此，于内心反复描摹

对方的模样，眼神中尽是舍不下

的爱意和疼惜，斑白鬓发是他们

携 手 走 过 这 一 生 的 见 证—— 我

爱你，爱到老。患病妻子一句轻

轻的“谢谢你”，饱含着幸福与酸

楚，有着沉甸甸的分量，令人心头

一振，眼眶湿润，随着两位老人一

同落泪。

《我爱你！》除了与导演韩延

此前作品有着生命主题上的延

续，亦是其继《滚蛋吧！肿瘤君》、

《动物世界》之后再度对漫改电影

的创作进行探索，秉持着现实主

义基调之上进行温暖刻画的创作

观念，影片势必会为国内现实题

材电影的领域增添一抹新颖的

亮色。

据悉，该片已完成拍摄，上映

档期将择日公布。

（影子）

本报讯 6 月 17 日，电影《云霄

之上》正式上映。在最新发布的

“电影人联合推荐”特辑中，演员陈

坤，导演仇晟、陈正道、顾晓刚、李

睿珺、乌尔善以及本片监制之一万

玛才旦倾情力荐，邀请观众走进影

院享受这部全新风格的战争电影。

演员陈坤表示：“导演用诗性

美学的视听语言呈现了一部与众

不同的电影。”导演乌尔善也认为

影片是华语战争片中非常独特的

一部作品：“它从人道主义角度表

现了普通人在战争这样极端的处

境中的体验和抉择。在电影美学

上，也与其他同类型的电影有所区

别，是‘诗’电影在中国的传承和延

续。”

导演陈正道称赞影片在叙事

格局和审美层面上讲了一个非常

动人的故事，会带给人一些很不一

样的观影体验。导演李睿珺则觉

得影片非常难得的是把目光投向

了一个个具体而又鲜活的个体，温

柔、残酷且富有诗意；而且在同类

题材电影中勇敢且非常成功地做

了电影语言的探索。作为一部弘

扬浙西南革命精神的影片，导演顾

晓刚认为电影用了非常清冷的诗

意奠基了普通人的红色理想。导

演仇晟同时盛赞这是一部兼具残

酷和诗意的电影。而本片监制之

一万玛才旦则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这部电影。

跟随“电影人联合推荐”特辑

发布的，则是一张狙击版海报，战

士持枪凝视前方，背景是幽深神秘

的南方丛林，这张海报极致地展现

了影片中那种残酷与诗意并存的

张力。

作为一部战争电影，《云霄之

上》开辟一条此类型电影从未走过

的路，最终其凭借独到的美学风格

与视听呈现，重新定义了战争电

影，因此收获了一大批观众的喜

爱。有观众表示影片摒弃了燃、

炸、爽这种常见的战争片表现模

式，细腻地展现了一群普通战士的

心理挣扎和转变，很动人。也有观

众表示电影太美太沉浸了，观看同

时仿佛行走在一幅水墨画中。

（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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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善万玛才旦等人力荐

《云霄之上》发布特辑

韩延：监制《人生大事》是一个“宿命”

这是韩延第一次做电影监制，他说：“这是一个很

宿命的事情。”

从韩延导演之前的《混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

小红花》，再到他的新作《我爱你！》，以及他参与监制的

《人生大事》，这些作品都围绕着“生老病死”来探讨生

命的意义。

如果说之前的作品让韩延从患者的角度出发去体

会生命的珍贵，那么这次监制《人生大事》则让他打开

了另一个窗口——活下去的人该如何面对逝去的人。

近日《人生大事》举行点映，在

各大网络购票平台上开分均为9.7，
创下了平台近三年剧情片、家庭片

电影评分双纪录，并且上座率达到

了 47.9%。不少看过点映的观众都

表示，“非常好看，哭了好几次”、“太

温暖了”、“这是一个干净温情的城

市童话”。

在呈现影片温情时，韩延延续

着自己对生活的体察，他觉得“很多

正在经历苦难的人，其实他们并不

是人们想的那样眉头紧锁、郁郁寡

欢。他们用自己特有的智慧去面对

生活的苦难。”这种面对人生的豁达

和乐观，让他从创作初始就不经意

地流露出来，再通过摄影机的捕捉

和演员的表演，自然而然形成了温

情的氛围。他说：“这种温情的感觉

不是刻意营造出来的。当你刻意去

营造温情的时候，往往也会让人很

反感，会觉得矫情或者虚假。”

具体到影片中，那就是人物的

成长轨迹和生命历程就是每一个普

通人的成长轨迹和生命历程。他以

影片中的三哥为例，故事开始的三

哥，用目前最流行的说法就是“摆

烂”、自暴自弃。每个普通人都会有

过自我混乱、怀疑、不自信的时候，也

有过心比天高的时候。在经过社会

的锤炼后，我们会慢慢让自己适应时

代、适应社会，逐渐适应的过程中，我

们会找到新的目标，继续进发。

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

惑，五十而知天命。三十岁左右的

韩延拍了《滚蛋吧！肿瘤君》，现在

已经接近四十岁的他对生死的理解

有了更新的认知。“从《滚蛋吧！肿

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到《人生

大事》、《我爱你！》，我还在期待着，

有一天我对生死的理解能更上一个

台阶。”

伴随着年龄阶段的不同，韩延

在创作中都“遵从内心的感受”，融

入了自己每个阶段对生死的感受。

三十岁左右，和熊顿年龄差不多的

韩延，他试图去把握她的状态和感

受，同时融入了自己当时对世界的

感受。“那个时候对生死的理解，我

觉得是面对死亡要乐观，这是我从

熊顿身上学到的一点，她给了我另

外一种看待死亡的态度，这已经很

难得了。”

几年之后，他伴随着自己的孩

子一同长大、变化，开始更多从家长

的角度去思考、去观察，所以在拍摄

《送你一朵小红花》的时候，“会选择

把亲情的部分放大”。

再到《人生大事》中，韩延把近

几年思考的结果——“对于陌生人

的爱的命题”融入其中，继续透过生

死，探讨生的意义和珍贵。最新的

《我爱你！》，“是因为我看到父母一

点点老去的过程，他们心态、状态的

变化，结合我对于世界的观察，产生

了对于衰老的一些思考”。

这些作品中，融入了韩延不同

阶段对于生死问题的思考，对于这

不停变化的思考结果，他说：“这种

思考，是一点点的量变，但还没有引

起质变。我后续的创作可能在生命

的命题上继续融入自己的思考，可

能没有一个终点，因为这个命题是

我们永远需要思考的命题。”

在下一个人生阶段还未到来之

前，《人生大事》中透出的生死意义，

都蕴含在影片最后结尾的烟花葬

里。人生短暂又无常，选择如何度

过自己的一生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权

利，“思前想后也是走完一生，洒脱

也是走完一生，也可能有的人就觉

得‘人生除死，无大事’，这样的人生

就是绚烂的。这部电影，我们也希

望传达一种生活观，珍惜当下，和烟

花也是一种呼应。”

在韩延的记忆中，“老家那边基

本没有职业殡葬师，都是家里的亲

戚、邻居帮忙。我们也没有机会近

距离接触到这个职业”。在中国，殡

葬行业基本处于边缘位置，一篇有

关殡葬服务人力资源的文章中指

出，“殡葬行业因为其独特的行业性

质，其相关从业人员往往被人以有

色眼镜看待，这种‘讳疾忌医’式的

偏见，使得殡葬行业选择从业人员

的范围狭窄，社会人员选择殡葬行

业的意愿很差。为了企业自身的发

展，必须采用‘裙带关系’的办法，通

过熟人介绍、师徒关系等方式来引

进新的从业人员。”

“一方面，编剧兼导演刘江江的

祖辈和这个看似神秘的行业有着千

丝万缕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这几年

的筹备中，刘江江遍访了很多城市

的殡葬师，做了很多采风的工作。”

这才让韩延真正感受到了殡葬师的

不简单。他讲了一个真实故事来表

达他对于殡葬师的敬意，一个殡葬

师去江里打捞一个溺水身亡的小

孩，打捞上来之后，小孩人都腐烂

了。所有人都躲着。这时候，只有

殡葬师，是唯一能够帮助孩子完全

最后仪式的人。

或许谈爱会显得有些虚无飘

渺，但韩延深知这其中蕴含的力

量。“我们的电影里很少出现非血

缘亲情的呈现，但我认为，每个人

能够在世界上存活，都是有很多陌

生人默默无闻地爱着我们。只是

这些人的爱你感受不到。”《人生大

事》中朱一龙饰演的三哥与杨恩又

饰演的小文之间的关系，“就是把

陌生人和陌生人之间的爱戏剧化

了、放大了”。

他希望通过《人生大事》中三哥

与小文之间的关系，表达与大众常

说“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现象的

不同看法。“我看到的是截然相反的

方向，这个世界之所以运转着，就是

因为每个人都在默默付出自己的

爱。”

透过殡葬师这个亲手触碰死亡

的职业，韩延发现了人性中的闪光

之处，认为殡葬师的伟大之处在于

怀揣着“敬畏之心与圣人之心”。他

觉得，“没有任何一个职业，是没有

爱而能够做好的，所有职业都需要

你付出爱。”

韩延在希望能够用镜头去歌颂

殡葬师的同时，“导演刘江江对殡葬

题材、殡葬行业的情怀与执着，这也

是我一定要帮助这个故事的很重要

的一个原因。”

◎“生老病死”，皆为人生大事

◎死亡是主题吗？爱才是

◎温情，又不止步于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