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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第29届大学生电影节年度编剧荣誉获得者陈宇：

最好看的剧本就是和观众“斗智”
■文/本报记者 赵丽

从年轻人身上汲取营养

《中国电影报》：前段时间举行的大学生电

影节，您获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编剧的荣

誉，请您谈谈感想？

陈宇：获得这个荣誉，也是对之前《狙击手》

的编剧工作的肯定。我觉得大学生群体是整个

电影系统的一个风向标，因为年轻人的趣味实

际上是整个流行文化的趣味。你可以看到，在

一个家庭中，年轻人其实不掌握经济大权，甚至

也不掌握家里的话语权，但是可以看到家里的

文化生活基本上是由一个年轻人决定，比如，墙

上贴了迈克尔·乔丹的海报、桌上的游戏机……

甚至是包括网上最近发生什么事，这些东西往

往是年轻人去决定了流行文化的走向。

电影更是如此。一些重要的经典电影，今

天看起来似乎有点老气横秋，但实际上，去看的

也是当时的年轻人。

我觉得，年轻人的趣味是最重要的。大学

生相对地更关心自己的精神生活。在创作的时

候，我会更关注他们的趣味和喜好。所以，能够

获得大学生的喜爱或者赞同，我觉得对我而言

一个非常重要的肯定，我很重视这个荣誉。

《中国电影报》：这个奖项对于您今后的创

作有什么样的激励？

陈宇：我的心态是从年轻人身上汲取营养，

理解这个群体的心态，在创作中回馈给他们。

我会经常跟他们保持交流。

如果你要做影视这样的大众流行文化的工

作，和年轻人保持亲密无间的关系是极其重要

的，甚至是关系到你是否可以在这个行业立足

的一个根本。

现在有些影视作品，往往让人觉得离市场

越来越远。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创作

者不理解年轻人。一个功成名就的影视创作

者，他住着封闭的小区，平时接触的都是特定的

工作人群，那么他怎么可能知道这些年轻人在

想什么，什么东西会让他们笑，或者会让他们感

动，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体验生活。现在应该体验的是什么生活，应该

到大学生中间去，跟他们沟通，这个可能是目前

更需要的一种体验生活。

“像盖房子一样做电影”

《中国电影报》：说到获奖作品《狙击手》，您

想借《狙击手》这个故事传达什么样的理念？

陈宇：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故事传达那个年

代中国志愿军的精神面貌，乃至我们中国军人

的一种精神面貌。更重要的，对具体做创作来

说就是讲一个非常好看的故事。其实某种程度

上也是一种实验性封闭空间的“三一律”故事的

一种实现。

从创作角度去讲，就是剧情能紧紧抓住观

众，让大家离不开座位，同时被这种情感所深刻

触动。除了满足主题上的意义以外，这两个目

标我觉得是基本上达到了。

《中国电影报》：您跟张艺谋导演的合作，除

了一开始设定的大概方向之外，张导还有一些什

么样的具体的要求吗？中间有发生过分歧吗？

陈宇：和艺谋导演的合作，基本上就是我们

一起把项目框架定好。其他的就是我去想办法

实现，基本上他在故事上面没有任何的要求。

因为我本人是属于一个像盖房子一样在做

电影的一种人。我会先和合作者一起确定最终

的目标，并且尽量把各种诉求很清晰地明确下

来，再倒推到创作的层面。就像建筑师一样，先

确定这个建筑在什么地方，它的功能是什么，最

后要达到什么目的；再倒推回这个建筑应该是

什么风格。这样一步步地，创作目标就会越来

越清晰，越来越显现。

《中国电影报》：您有自己比较擅长的类型吗？

陈宇：我个人对类题材类型没有所谓的偏

好。因为市场和观众的需求决定了目前可能有

几种比较受到市场关注的题材，比如说医学、谍

战等，最近可能写得多一点。对我来讲，我并不

认为一个成熟的创作者只适合于一两种题材。

如果你是一个能够创造戏剧性的人，恰恰是能

够适应于各种类型和题材的。

《中国电影报》：您自己在创作生涯之中，有

受到哪些电影导演或作品的影响吗？

陈宇：回想起来，最早是上学的时候，马丁·
斯克赛斯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他对我影响最

大的一个就是视听语言，第二就是他对社会问

题的思考。总体来说就是给通过他的视听语言

和想法，给我一种极其有力量的感觉。

这些一直影响到我今天。我对题材对类型

都没有特别的偏好，但是必须要有力量，哪怕是

一个爱情片，也应该是有力量的爱情片。

再就是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对我影

响很大，让我产生了很强的对叙事的兴趣。

接下来是科波拉的《教父》，更进一步强化

了我对于叙事本身的魅力的向往。再之后就是

戏剧系统，田纳西·威廉斯的作品对我的影响比

较大。总结起来这四位作者对我的影响很大。

叙事性是影视艺术的基本属性

《中国电影报》：感觉您还是比较注重叙

事性？

陈宇：我觉得主流影视艺术的叙事性是它

的基本的属性。这个属性甚至是大于对其他要

素的。用一个可见的东西讲故事，这件事情是

比那个东西本身更重要。

《中国电影报》：这个是您跟张艺谋导演合

作一拍即合的原因之一吗？因为我看他很多次

采访，后期都是在强调故事性。

陈宇：是的。艺谋导演原来的风格更多强

调影像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他对影像的敏感

度，这些东西已经长在他身体里了。这是他最

早期的风格，慢慢地随着年龄增长和创作的日

趋成熟，他就是绝对强调究竟在讲述一个什么

样的故事。

《中国电影报》：《满江红》是拍摄完成了

吗？这是一个怎样的影片？

陈宇：已经拍完了。从创作角度来讲，这是

一个主流商业类型片，技术层面来讲是一个高

度实验性影片。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一个大宅子

里面，而且理论上全片就是一场戏。

这是一个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商业

片。实际上有点像话剧和电影的结合，要依靠

极强的戏剧情景设计、强烈的人物冲突关系，一

气呵成达到一个商业片的节奏。

《中国电影报》：确实挺实验性的。

陈宇：而且中间是反转的反转。这种情节

的翻转性以及它戏剧性的发展的密度，在电影

中是极少见的。

当然这种实验性要让观众来评判，但是起

码可以保障的是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是极具有

观感的并且在叙事上能得到充分的满足。

《中国电影报》：观察到张艺谋导演之前拍

了挺多古装的商业大片，从《英雄》到《满城尽带

黄金甲》，到跟您现在合作的《满江红》，您觉得

从中你们创作交流过程中，您觉得他的脉络上

有什么样的变化吗？在古装商业大片方面。

陈宇：第一，《满江红》和以前古装片对叙事

性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讲故事的复杂性，工艺

的精巧度是有很大差异。

《满江红》是一个具有高度实验性的影片，

而且强调叙事性。

第二，以前拍古装商业大片，更多的是去突

出其视觉效果或者是视觉奇观层面的东西。

在《满江红》里面，它的古装片的要素没有

那么大，它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本质上是人的

最基本的反应。所以，它没有那么强的古代的

社会情景来产生戏剧冲突，而是通过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的戏剧冲突，所以说它的当代性很强。

其实艺谋现在所追求的东西，已经不是那

些场面上的奇观了，就像《英雄》那样的，曾经给

我们带来强烈的视觉效果，那种壮阔的千军万

马的奇观性场面，这些东西，他现在并不太

关注。

做好每一个环节，就能长出好的“谷物”

《中国电影报》：您跟张艺谋导演合作了三

部作品，这是第四部了，合作中间会出现什么分

歧，然后出现分歧的时候会怎么样去说服对方，

可以举一两个例子吗？

陈宇：分歧当然有，有了分歧就争论。

我很尊敬他，但是遇到去处理具体的设计的

时候，还是会有争论。有时候我可能会把他

逼到说，“这个东西是我拍啊，如果是你拍我

啥也不说，我帮你。但这是我拍，你现在得

让我想通。”他说到这里，我听了觉得是对

的，就是作为导演，这个事情他自己得想

明白。

《中国电影报》：您跟张导合作这么多作

品，彼此吸引对方的特质是什么？毕竟张导

是一个工作狂，要求还挺严的。

陈宇：我在他心中是个什么样的，我不

知道。他在我心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家

经常都说的勤奋。勤奋并不只是他每天工

作多长时间的问题，他投入的精力、心力，没

有人能跟他相比。

第二是做事的条理和规矩。他有一套

做事的程序和方法。比如说我们先提出一

个概念，这个概念先进行内部讨论，如果这

个概念非常重要，就会召集一个大范围的讨

论，可能会坐下来一起进行一个更大范围的

“神仙会”，最后再确定一种方法，去执行

落实。

这是一套成熟的方法论，并且他不会去

随便省掉其中一个环节。也就是说经过整

个的一套环节通过的东西，基本上是能够达

到 80 分以上的标准的。这是一个职业导演

职业创作者的一种稳定性。他有这套程序

去实现一个个想法，避免出现极大的错误或

偏差。就像农夫种地一样，做好每一个环

节，最后是能长出一定质量的“谷物”的。

编剧的过程就是与观众斗智斗勇

《中国电影报》：把《狙击手》放到新主流

定义的序列里面，您觉得怎么定义《狙击手》？

陈宇：新主流电影，我们可以把它视作

与当下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比较契合的

影片。如果这么定义的话，那么我觉得《狙

击手》是非常典型的新主流电影。从一个学

者的角度来评价的话，我觉得《狙击手》算是

一个非常典型的，而且是一个成功的新主流

电影，它在价值观上在意识形态上是高度精

准的，同时它的可视性很强，讲故事能力很

好，能触动观众。《狙击手》是一个非常典型

的标准的新主流电影。为什么说它典型？

因为它是一个可能复制的常态。我觉得这

可能是未来很多新主流电影会走的一个

方向。

《中国电影报》：您怎么看原创的剧本跟

改编的剧本？

陈宇：我基本上都是偏原创的，这也是我

做这个行业的一个乐趣。我经常说就创造宇

宙中间不存在的事物，这个是功莫大焉。我

会更加倾向于原创。

我鼓励原创，不反对改编。但是我反对

唯 IP 论，包括现在的很多好莱坞大片。他们

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对原创所带来的风险的恐

惧，以及对那些既有的成功 IP 的盲目追随，这

是好莱坞大片目前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中国电影报》：您对新的电影从业者有

什么寄语？

陈宇：就是在某个点上，把这个游戏打

穿。我以前喜欢玩电脑游戏，这个概念就是

说把游戏打穿打到底。打穿就意味着你在创

作的某个要素上做到最极致。只有这样，才

可能在行业中获得一席之地。不要有差不多

就得的那种心态。

《中国电影报》：您在创作时如何跟当下

的年轻观众建立情感和精神连接？

陈宇：《满江红》有很强的叙事上的实验

性，说白了就是跟观众“斗智”。在我看来，编

剧舒服了，片子就不舒服了。编剧就是给自

己出难题，所以说，创作一个带谍战带悬念影

片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和观众斗智过程，其实

也是在和观众在进行情感上的互动。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心智上完成一

次共同的成长、历练和较量，既是较量又是成

长，又是交融。我觉得这种甚至有些游戏性

的互动过程，年轻人应该会喜欢。

本报讯 由企鹅影视、梦想者电

影、7 印象文化出品，蔡岳勋导演，潘

粤明、张雨绮、姜超主演，根据天下霸

唱同名小说改编的硬核探险网络剧

《昆仑神宫》9 月 21 日起在腾讯视频

热播。该剧主要讲述了胡八一、

Shirley杨、王胖子三人接受香港商人

明叔的委托，前往昆仑雪山冒险，与

此同时，“铁三角”也身负隐藏任务

——破解雮尘珠的秘密。

此前，该系列几部剧作均取得不

俗的收视和口碑，让观众对续集的制

作和播出抱有很高的期待。此次，

《昆仑神宫》不负众望，开播即为观众

带来不少惊喜，与此同时也收获观众

的关注与好评，豆瓣评分达到 8.3。
不少观众表示：“熟悉的胡八一回来

了”，“潘粤明演的胡八一，还是那个

味道，又贫嘴又聪明”，“实景拍摄就

是好看”，“情节很紧凑”……在剧中

饰演胡八一的演员潘粤明提到，《鬼

吹灯》系列拍到第三部，他自己和胡

八一这个角色都在一点点成长。“对

我来说也是成长中的经历以及经验

上的积累。Shirley 杨和胡八一之间

是革命上的搭档，共患难产生的感

情。”剧情方面，从已经播出的四集来

看，《昆仑神宫》还原度非常高，人物

特点鲜明，情节也十分紧凑。

《昆仑神宫》在视觉效果上也给观

众带来很多惊喜。从《龙岭迷窟》壮阔

粗犷的陕北高原，到《云南虫谷》潮湿茂

密的热带雨林，再到此次《昆仑神宫》巍

峨高耸的雪域高原，“鬼吹灯”系列硬核

冒险与自然风光结合的特色一脉相承，

共筑了此系列独有的质感与亮点。

“鬼吹灯”系列原著小说中庄严

却处处诡异的“神宫”、精巧复杂的陷

阱机关、传说中惊悚的怪兽，考验着

特效团队的想象力与制作水准。潘

粤明表示，对这部剧印象最深的怪物

是食罪巴鲁。“做得很细致，而且那部

分戏拍得又恐怖又好玩儿，是我喜欢

的桥段。我觉得我们拍戏依赖的是

美术，每一个环境的设置、做出来的

道具都很真实，我们在这种环境里演

戏也会在自信上更加分。”

此外，剧中的戈壁、草原、雪山等

都是实景拍摄，辅以特效，带来了质

感上乘的视觉冲击，大气磅礴的雪山

更是让观众看得神清气爽。

据悉，《昆仑神宫》在腾讯视频

全网独播，会员每周三 20 点更新 3
集，首周二 20 点更新 4 集，非会员每

周三四五 20点更新 1集，首周二更新

1集。 （赵丽）

本报讯 由上海电影（集团）有限

公司举办的 2022 年上海旗袍文化艺

术节将于 9月 28日-10月 7日在上海

影视乐园举办。

据悉，2022年上海旗袍文化艺术

节将以“摩登上海”为主题，围绕“国

风新时尚、国潮新场景、海派新消费”

等多个维度创新解读海派旗袍延伸

承载的文化内涵，开展“旗袍说”、“旗

袍韵”、“旗袍秀”、“旗袍绘”、“旗袍挑

战赛”、“红色电影音乐展”等主题活

动，以及系列沉浸式特色体验活动，

在上海旅游节期间为广大市民、全国

游客献上一场线下沉浸式，线上共情

式的饕餮文化盛宴。

2022年，上海影视乐园以打造大

文旅目的地为战略目标，以“电影是

一场旅行”为品牌定位，以构建满足

市民生活方式新需求的沉浸式文旅

生态为发展目标，形成了“红色旅

游”、“沉浸式戏剧”、“沉浸式户外

游”、“影视研学”、“海派文化游”五大

影视特色文旅项目体系。

（影子）

本报讯 近日，2022首届香港紫荆

花国际电影节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以下简称电

影节），是经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批

准的、每年举办一届的中国新主流电

影主题盛典。

现场，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执

行主席喻彭城首先致辞，对与会的各

位领导和各界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对心怀梦想、坚定信念、执着追求的电

影人表示崇高的敬意。

中央宣传部原办公厅主任、《党

建》杂志总编薛启亮，中央电视台原副

总编辑、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原主任、

中宣部文艺局原副局长张华山，中国

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原中国电影家协

会秘书长饶曙光，江苏省电影家协会

常务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国

家一级导演郭晓伟，北京汇祥律师事

务所执行主任栗彬分别致辞，对本次

电影节的价值与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对电影节的开展和未来给予了美

好的祝福。

发布会现场宣布，著名演员卢奇

担任首届电影节评委会主席，香港著

名编剧陈汗、江苏省电影家协会常务

副主席郭晓伟担任评审团成员，他们

表示确保公开、公平、公正地对待电影

节每一部参赛作品。

电影节主旋律推广歌曲《紫荆花

开》同日发布，预计10月全球发行。随

后，电影节组委会赵洪伟介绍了电影节

活动开展的相关事宜。他宣布，经过三

年的精心筹备，首届“香港紫荆花国际

电影节”紫荆花奖颁奖盛典将于今年12
月14-16日在澳门举办。自今年5月

起，电影节已经开始面向全球征集优秀

电影作品，参奖影片累计近百部。

“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紫荆花

奖，下设奖项有最佳制片人奖、最佳导

演奖、最佳编剧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

女主角奖、最佳男配角奖、最佳女配角

奖、最佳儿童演员奖、最佳摄影奖、最佳

影片奖、最佳乡村振兴影片奖、最佳短

片奖、最佳网络电影奖、最佳公益影片

奖、最佳外语片奖、最佳艺术成就奖。

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的宗旨是

助推中国新主流电影高质量发展，致

力于全球电影人的交流合作、学习共

进、资源整合，鼓励更多电影从业者绽

放特色之花。电影节组委会聘请电影

界权威专家组成评委会，将以专业、公

开、公正评选与颁奖形式，对表现优异

的电影工作者给予表彰，让优秀人才

脱颖而出，为观众展现更多精彩纷呈

的电影佳作。 （影子）

《昆仑神宫》腾讯视频开播
磅礴视效凸显高品质探险剧气质

2022年上海旗袍文化艺术节
9月28日开幕

首届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
将于年内举办

不久前，在第29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狙击手》原著及编剧陈宇凭借《狙

击手》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编剧的荣誉。

可以说，陈宇与大学生电影节颇有渊源，早在第18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就凭借电影《蛋炒饭》获得

了主竞赛单元“最佳电影处女作”的荣誉。对此，陈宇表示自己非常注重年轻人的趣味，在他看来，年轻人

甚至决定了流行文化的走向。

从《狙击手》到正在制作中的《满江红》，陈宇和张艺谋导演合作了多部作品。作为一位注重原创和叙

事的编剧，陈宇与张艺谋的合作可以说是“高山流水遇知音”，虽有争论，但更多的是默契。

注重叙事性，这是让两人一拍即合的原因。在陈宇看来叙事性是影视作品的基本属性，“艺谋导演原来

的风格更多强调影像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他对影像的敏感度，这些东西已经长在他身体里了。这是他最早

期的风格，慢慢地随着年龄增长和创作的日趋成熟，他现在就是绝对强调究竟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卢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