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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祁 海

能筹资，能卖座，能获奖
——一部优秀影片策划目标的设定与实现

如何拓宽视野发掘好项目

寻找电影题材，不能只盯着热门

的新闻报道或大 IP。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是珠影的剧

本编辑（即策划）。我从来不愿坐等

作者送稿上门，经常到处跑，及时了

解社情民意，从中发现新题材，我先

设定影片的创作大思路（如主题立

意、风格样式、故事人物、主要卖点），

然后物色合适的编剧，按我的策划意

图写剧本。

1993年 5月，我到粤东采风，发

现了新闻传媒尚未报道的一位刚牺

牲的英雄彭宝林。惠阳县要举办盛

大的经济贸易招商会，为保障海内外

客商的安全，惠阳警方进行户口大排

查。民警彭宝林在居民区发现一名

被香港警方通缉的香港黑社会头目

廖煌玉，就藏在一间堆满炸药、雷管

的出租屋内。双方爆发枪战，彭宝林

身负重伤，在生命垂危之际，开枪击

毙廖煌玉，双方同归于尽。

好题材！我一眼就看到其中的

闪光之处。在此之前，这些年新闻传

媒报道勇斗歹徒的军警，没有一个能

当场制服对手。彭宝林面对的并非

拿刀棍的小毛贼，是持枪的香港职业

杀手！彭宝林用生命保护了众多居

民的安全，保障了惠阳县经贸招商会

的顺利召开（成交额超过北方沿海某

省级经贸招商大会）。彭宝林就像董

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舍身堵枪

眼，以个人的牺牲换来了大局的胜

利，可拍出很有分量的高潮戏！

我去公安部门了解彭宝林的生

平，发现他的日常工作表现也很感

人。许多人认为当警察又苦又累待

遇不高，都不愿当民警。但彭宝林却

主动离开高收入的银行，要求加入公

安队伍，刻苦习武读书，文武双全。

彭宝林爱民护民，严惩敲诈勒索的流

氓恶棍，营救被拐卖的外省少女。彭

宝林作风廉洁，从不以权谋私，帮人

救人从不接受任何酬谢。彭宝林铁

面无私，他的哥哥因犯法而被捕，家

人求他去说情，他断然拒绝。彭宝林

很爱他的未婚妻，因公务繁忙，婚期

一再推迟。就在即将举行婚礼之时，

他不幸壮烈牺牲……

我认为彭宝林的事迹很丰富，具

备了拍摄故事片的基础。

我有一个大胆想法：《警魂》主人

公就用真实姓名，因为我注意到近年

来许多纪实文学书籍很畅销，就是以

真取胜。

故事片写真人真事的难度极

大。《警魂》若像流水账简单堆砌先进

事迹，肯定枯燥乏味，筹资、获奖、卖

座都无望。我尝试通过科学化、精细

化的策划，为《警魂》叫好又叫座打下

坚实基础。

如何善于借力巧定新构思

树根的形状若似某种动物人物，

根雕艺术家不需大劈大凿，稍作加工

就能出佳作。创作纪实性故事片也

需要这种善于借力的眼光。

我发现，彭宝林的许多事迹，恰

好蕴含观赏性，无须太多的虚构也挺

好看，有利于解决真实性与观赏性的

矛盾。朴实和亲民，更是《警魂》有别

于多数警匪片的独特之处。于是，我

设计了四大卖点，由编导落实。

卖点一：《警魂》首次在银幕上表

现我国第一位击毙香港黑社会头目

的公安战士，具有枪战片、动作片的

惊险色彩，该片的结构方式可运用倒

叙手法，序幕设计一组快节奏镜头，描

写香港悍匪廖煌玉（即影片中的区耀

煌）在香港珠宝金行打劫，与港警激战

之后潜逃。接着通过香港报纸，宣告

廖煌玉在内地被一名公安勇士击毙。

这位勇士是谁？一下就吸引观众追看

下面的故事。彭宝林武艺高强，平日

勇斗流氓恶棍为民除害，大快人心，又

热闹好看。彭宝林的牺牲最扣人心

弦，就在廖煌玉即将引爆满屋烈性炸

药的千钧一发之际，生命垂危的彭宝

林连发数枪击毙廖煌玉。其情节、场

面、动作、音响、镜头剪接，可营造悬念

迭起、惊心动魄的效果。

许多警匪片遭观众“吐槽”，是因

为胡编乱造太虚假。《警魂》描写真实

的警坛英雄，贴近生活，既好看又可

信，可大大增强票房号召力。

卖点二：《警魂》的文戏充满抒情

色彩，可根据真实的生活素材，写出

恋人之情、兄弟之情、兄妹之情、警民

之情。如彭宝林倾尽个人积蓄帮穷

兄弟解困；彭宝林牺牲后，未婚妻含

泪 给 心 上 人 的 遗 体 戴 上 结 婚 戒

指……都很感人。

卖点三：惠阳是新时期崛起的沿

海开放城市，《警魂》展现惠阳和大亚

湾现代化建设的壮丽新貌，环境造型

美可大大增强观赏性。

卖点四：票房号召力不限于商业

性。电影若切中社会热点，顺应民

意，可引起观众的共鸣共情。《警魂》

描写彭宝林为保百姓平安，放弃个人

的高收入，廉洁奉公，不徇私情。他

的高风亮节，符合当前人民群众呼唤

正义的愿望，特别感人。

我认为，彭宝林的事迹稍作剪

裁、加工和提炼，就可以拍一部较完

整的故事片，塑造一个血肉丰满、充

满新时代气息的艺术形象。

彭宝林牺牲之后，新闻媒体没有

大力宣传他的事迹，这位烈士在全国

的知名度不高，在广东也知者甚少。

写无名小人物的真人真事，能在全国

打响吗？

我认为，《警魂》完全具备在全国

打响并角逐国家级大奖的优势，靠的

不是生活原型的名气，而是影片质

量，这部小片具有宏观创新的大

亮点：

《警魂》是我国第一部歌颂真实

的公安英模的故事片，在国产片中首

次实现“两个结合”：一是主旋律内容

与商业类型片的警匪片样式相结合，

二是纪实性与观赏性相结合。这是

英模电影的大胆创新，及时响应了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新号

召，会得到政府部门的鼓励。

电影美学的三大流派（纪实美

学、影戏美学、影像美学）容易互相排

斥，《警魂》既真实，又有戏，动作性

强，造型美观，在一部影片中尝试将

电影美学的三大流派熔于一炉，这就

具有学术价值，会获得专家的好评。

《警魂》具有以上优势，就不是一

般的英模宣传片，可成为思想性、艺

术性、观赏性都较高的艺术品。

我的创作策划构想，得到珠影时

任总经理黄勇的大力支持，珠影的编剧

李彦雄、廖致楷和导演王薇积极加盟。

如何换位思考打动合作方

珠影资金不足，我和王导演自告

奋勇赴惠阳，争取当地政府投资拍

《警魂》。

公关也需要精心策划。

当时，一些制片方争取地方的政

府或企业出资拍电影，不是吹牛皮忽

悠人，就是送回扣收买人，或是扮可

怜求人。

我和王导演不会玩这一套，在惠

阳也没有任何“后门”关系，但我们不

怵。因为我们与惠阳领导洽谈之前，

细心研究惠阳的历史文化和当下社

情民意，已找到互利平等的突破口。

我获悉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惠阳

县近几年经济增速很快，引来其它地

区一些人的非议，说惠阳人只会赚

钱，不讲精神文明，惠阳的领导和群

众对此很不服气，特别希望展示惠阳

的精神文明。二是惠阳县政府打算

加大展示惠阳投资环境的宣传力度，

吸引更多客商。

我与王导演拜访惠阳县党政领

导，列出《警魂》能打响的翔实理据，

说明《警魂》若在全国有较大反响，可

以很好地树立惠阳的形象。

一是显示惠阳人很讲精神文明：

惠阳历史上有廖仲恺、叶挺、邓演达，

今天又出了彭宝林，可见惠阳民风历

来都很好，因此英雄辈出。惠阳党政

部门舍得花重金打造主旋律电影，更

是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行动。

二是显示惠阳的投资环境有新

亮点：如今各地招商引资，竞争激

烈。许多市县展示投资环境只限于

谈经济。其实，治安环境也是投资环

境的重要一环，《警魂》展现惠阳警方

的扫黑战果，说明惠阳的治安环境很

好。客商看了该片更有安全感，会放

心前来投资，惠阳就增强了招商竞

争力。

我们不讲空话，让对方明白拍摄

《警魂》对惠阳确实很有利。我们不

用请客送礼送回扣，惠阳县党政领导

在一天之内就决定投 80万元拍《警

魂》，县公安局干部王德康加入该片

剧本创作组。

《警魂》在 1994年拍竣，摄制质

量较高，冯远征饰演彭宝林。该片不

仅获奖并卖座，后来还有更大的惊

喜，合作方很满意。

结语

电影生产要与时俱进，制片方请

注意两点：

（一）重视策划才能巧干

成功的策划可出奇制胜。制片

方应与综合素质较高的策划专家合

作，策划人要懂政策懂艺术懂市场，

视野开阔，思想敏锐，眼光独到，才能

为影片出大力。

（二）坚持创新才有出路

创新遇到阻力，切不可动摇。《警

魂》创作期间，主管部门一位领导同

志听了汇报，认为该片主人公还是用

化名为好，理由是：彭宝林的知名度

不高，分量不够；用真实姓名，创作会

受局限，缺乏可看性。我不同意这些

意见，据理力争。珠影领导赞同我的

看法，说服了上级领导。《警魂》主人

公用真实姓名，才有后来的巨大

成功。

1995年春节期间，党和国家领导

人在中南海看了《警魂》，很受感动。

一个月之后，在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开放保卫

者彭宝林烈士增补为全国八大英雄

模范之一。真实的英雄不靠新闻报

道而通过一部电影名扬全国，电影界

走在新闻界前面，在新中国电影史上

是第一次。

温故，可知新也！

本报讯 电影《无名》日前发

布惊喜双预告，揭开角色神秘面

纱的同时，也让观众首度窥见程

耳如何打造出极具质感的“超级

商业片”：紧张激烈的动作戏、枪

战一闪而过，几位主角的眼神中

更是暗藏刀光剑影，隐蔽战线上

惊心动魄的斗争似乎一触即发，

配合背景音乐直接将悬念拉满。

西装革履的梁朝伟王一博二人立

场难辨，沉默中爆发的枪战对决

令人“肾上腺素飙升”，为之心惊

的同时还想探寻更多的真相，硝

烟一角已拉开帷幕，更有重磅大

戏静待揭晓。

《无名》定档以来，多次登上微

博高位热搜，淘票票与猫眼想看人

数已分别突破 55万、36万，连续多

日新增想看人数破万并登顶榜首，

影片在全平台以极高的热度备受

瞩目。1月 6日官微预告“明朝发

预告”后，更是引得观众翘首以盼，

未曾想次日竟是预告两连发，给影

迷带来双倍的惊喜。

程耳导演独特的个人风格让

不少观众对其作品印象深刻，

《无名》此次发布的双预告也处

处透露着程耳独有的腔调，超乎

想象的摄影构图、张力拉满的眼

神交锋，熟悉的程耳式美学可谓

让人眼前一亮。尽管观众对影片

主题及剧情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好

奇，导演仍然为观众保留了最后

的悬念，他在采访中表示，《无

名》很难用“谍战”、“悬疑”这样

简单的标签概括，电影更是“关

于无名者的史诗，是那个年代的

挽歌”。

《无名》还同时发布了一组全

阵容海报及剧照，梁朝伟、王一

博等 9 位演员悉数亮相，逐渐揭

开隐蔽战线上剑拔弩张的氛围。

几位主角在交错的光影中展现出

耐人寻味的神情，简单的特写更

突显出异彩纷呈的眼神戏。远处

的光冲破黑暗照在众人脸上，也

印证着海报宣传语所描述的“隧

道尽头终有光”，一语道破动荡

年代中无名英雄所处环境，与历

经艰险的涅槃重生。不难看出在

程耳导演的镜头下，大家熟悉的

演员都呈现出与惯常形象巨大反

差的一面，令观众更加好奇影片

中 几 人 的 身 份 与 他 们 之 间 的

关联。

电影《无名》由上海博纳、海

南喜悦电影、中影集团 、华夏、阿

里巴巴影业（北京）、博纳影业出

品；于冬担任出品人及总制片

人，蒋德富任总监制，程耳任编

剧及导演，梁朝伟、王一博领衔

主演，周迅、黄磊特别出演，森博

之、大鹏、王传君、江疏影、张婧

仪主演。将于 2023 年大年初一

全国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1月 4日，由 SMG纪录

片中心、人民日报数字传播、BOSS
直聘联合出品，豹思影视和秦博

工作室制作的职业观察类纪录片

《乐业中国 2022》正式收官，在 8
个中国普通职场人真实而温暖的

故事中，《乐业中国 2022》陪伴观

众一起跨过了 2022，走进 2023。
“乐业”是一个宏大的母题，

与过往职场纪录片聚焦冷门猎奇

或行业科普不同的是，《乐业中国

2022》在保留每个人物的鲜活性、

真实性的同时，也平衡了“众生

相”。《乐业中国 2022》回归到了人

的层面进行现实主义的关注。

本季《乐业中国 2022》在职业

样本的选择上更关注职业议题的

探讨：职校生就业、中年职场人择

城、如何在工作中平衡家庭与责

任……故事中既有平凡劳动者的

苦乐笑泪，也有特殊小众行业从

业人员的工作日常，既有平实质

朴的生活细节，又有鼓舞人心的

奋斗高光时刻。不同年龄层的观

众在片中都能或多或少看到自己

的影子。许多观众在看完片后都

表达了对片中主人公们的共情，

主人公们的坚强乐观的态度与专

业的精神也为他们带来了抚慰与

力量。

片中的主人公都是鲜活热烈

的普通人。学生、景漂创业者、陪

诊员、野生动物保护者、卡车司

机、试飞员、语言康复师、指挥

家……从大众行业到新兴职业，

从 20岁到 90岁，从贵州新疆到深

圳北京，不同职业，面临的职业困

境与选择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

都有一颗坚韧而乐观的心。

“片中有那样多主人公工作

的场景，那种‘忘我’的状态恰是

个人魅力的绽放之时。”“2022 年

唯一确定的是，这个世界充满了

不确定性，但赵小平和郑小瑛让

人看到了生活的光亮。”在新年交

替之际，《乐业中国 2022》也用 8
位不同年龄主人公的乐业故事给

观众们带来了一丝鼓舞与信心。

近日，《乐业中国 2022》还联

合了网易人间工作室共同发起了

乐业年鉴征集活动，同时举办线

上VR展，征集网友一起“复盘”自

己的 2022，展望 2023 年的职场期

待。同时，《乐业中国 2022》中八

位主角的故事被制作成了 4 块广

告牌，在跨年元旦夜登陆了深圳

市五号线地铁翻身站，希望通过

主人公们的乐业故事为更多职场

人带来力量，借此来为所有职场

人在 2023 开年提气，迎来新年的

“翻身”时刻。

（杜思梦）

纪录片《乐业中国2022》温暖收官

《无名》发布“超级商业片”双预告

本文的标题，说出许多制片方人士的心愿。三全其美，是不是空想？

事在人为。三十年前，我策划一部歌颂广东公安英烈的纪实性故事片《警

魂》，就实现了这三个目标，其成功经验，到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警魂》制作成本190万元（含宣发），其中80万元由广东省惠阳县政府出

资，大大减轻珠影的负担。《警魂》没有大明星和名导演担纲也卖座，版权费共收

230万元，还了惠阳的投资，加上各项奖金，珠影赢利80万元，在三十年前可不是

小数目。《警魂》荣获1994年度的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和中国电影华

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第1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提名。

善于策划，是《警魂》能三全其美的诀窍之一，具体表现在选择题材、制定总

体构思（尤其是风格样式）和筹集资金，都讲究谋略，大胆突破常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