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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程耳：

《无名》“开盖即饮”
■文/刘珞琦 白晨

《中国电影报》：《无名》有一个标

签是谍战片，您认同这样的分类吗？

程耳：我理解真正的标准意义上

的谍战片，它就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出现了巨大的危机，我们如何去解决

这个危机，这类影片好像是谍战片。

谍战片相对是一个比较窄的门类。

当然我觉得这么去概括《无名》也

无妨。

但我自己内心觉得它可能比所

谓的谍战更加宽泛一点，它是那个年

代的史诗，是一曲挽歌，或者是哀歌

一曲，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电影的基

调是沉闷的。

我觉得我们不是那么浅薄的，或

者说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所谓极端

剧情的电影，我们还是试图在一个精

彩好看的故事里，融入更多的历史感

和人生感悟。

《中国电影报》：《罗曼蒂克消亡

史》被认为是一部“有观影门槛的电

影”，一些观众表示“看不懂”。您会

担心，观众看不懂《无名》吗？

程耳：不会。

其实，我也不认为《罗曼蒂克消

亡史》有观影门槛。《无名》这次会更

简单，它的整个叙事以及故事是非常

单纯的，大家看完电影会知道，你可

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把这个故事概括

出来。

它最大的优势在于结尾逐渐走

向“爽片”的过程，真的是非常酣畅，

它没有解读的困难，没有解读的障

碍。这一次即便有不一样的叙事结

构，也是非常易读的，不会再次让大

家看不懂。

《中国电影报》：在您看来，《无

名》在哪些地方超越了《罗曼蒂克消

亡史》？

程耳：我们之前可能给大家的认

同感不够，还是文艺了一点，但这次

真的很商业。

《无名》是一部超级商业片，它非

常爽，也非常好看，当然它表达了沉

重的历史，但同时它有非常幽默的段

落。在传统商业性上，《无名》确实做

出了某种突破，一定会让大家耳目

一新。

另外，我作为导演最大的感受

是，这次是我完成度最好的一次。通

过之前的合作，或者之前的交流，我

们整个剧组每一个工作人员，包括摄

影师、美术、造型指导，甚至整个剧组

的方方面面，我觉得我们磨合到了一

个最好的程度，电影的完成度非

常高。

《中国电影报》：您如何看待电影

的票房成绩和作者性的自我表达这

二者之间的关系？

程耳：尊重票房作为电影创作中

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反对把票房视为

一切。我渴望在二者之中找到一种

平衡。愉悦观众，表达自我，这是我

的一个愿望。

本报讯 电影《无名》正在热映

中，大年初五，导演及编剧程耳、领

衔主演王一博来到浙江宁波，与观

众们热情互动。当天有军人到场观

影动情表示：“说这部电影不适合春

节档是令人寒心的，是电影里的他

们为我们缔造了光明，我们一定要

铭记这些。”

《无名》浙江宁波路演现场，观

众们热情地表达对电影的喜爱，有

观众已达成“八刷”成就，并表示：

“电影院里很少有这样既有探索乐

趣，又有欣赏价值的电影，今天八刷

还能发现新细节，很享受。”而片中

无名英雄们的牺牲与奉献也令观众

深深共情，有一名军人当天到场观

影，称自己观影过程中感触颇多：

“电影中的那个年代，没有‘上帝视

角’的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但

仍有一群人义无反顾在黑暗中寻找

光和希望，这非常令我感动。说这

部电影不适合春节档是令人寒心

的，因为春节不能只关注我们，也要

关注电影里的他们，是他们为我们

缔造了光明，我们一定要铭记这

些。”电影《无名》在银幕上用深厚的

立意、精巧的故事、考究的声画感动

着观众，在银幕外也传递着真诚向

上的信念。有观众表示看完电影坚

定了追求美好的信心：“这部电影给

了我很多力量，希望我们以过往苦

难为食，勤修自身，坚持自己的追求

和热爱，一往无前。”

电影《无名》中，演员对角色的

诠释入木三分，让观众们深深入戏，

层次丰富的情感表达令观众直呼

“过瘾”，拳拳到肉的打戏也令人紧

捏一把汗。提及片中的打戏，程耳

和王一博感谢剧组武行：“大多数时

候是节制着收着力，但有些时候需

要真用力真打，武行们真的很辛苦，

非常感谢他们的付出。”片中的各种

“神来之笔”也引得观众向导演讨教

拍摄手法，程耳则谦虚表示：“当我

们准备得充分，文本也准确，一切都

是一气呵成。‘文章本天成，妙手偶

得之’，电影也是这样。”

至此，电影《无名》从大年初一

至初五的路演正式结束，程耳和王

一博也分享了自己在这期间的感

受，表达了自己的不舍。程耳表示：

“非常感谢春节期间观看我们电影

的观众，不管是观众席里的你们，还

是台上的我们，都是幸运的。未来

我们也会关注更广泛的群体，希望

能尽快与大家再见面。”王一博称：

“这是我第一次作为演员与观众见

面，感觉我们的努力真的被大家看

到了。杀青时有不舍，没想到路演

结束还会有不舍的感觉。”

电影《无名》宛如“套盒”般的构

思令观众深深着迷，每个角色背后

的故事都引人想要一探究竟，正如

观众所言影片“既有探索乐趣，又有

欣赏价值”。

（杜思梦）

本报讯 由苏伦导演、编剧，雷

佳音、张小斐、张宥浩领衔主演，沙

溢、刘敏涛、余皑磊特别出演，丁嘉

丽、吴彦姝、杨恩又、曹桐睿主演，岳

云鹏、杨迪、徐志胜、王莎莎、宋家腾

特邀出演的合家欢喜剧电影《交换

人生》正在热映中。这部温暖的电

影让观众直言，“笑过之后还暖暖

的，《交换人生》值得全家人一起

看”。

近日，电影《交换人生》曝光一

支“家人的愿望”彩蛋视频。视频

中，“陆小谷”张宥浩记录全家“交换

人生”的愿望。“妹妹”杨恩又想和阿

丽阿姨交换，“妈妈”刘敏涛想变成

仙女，“奶奶”吴彦姝想变成戴着花

的蜈蚣在草原狂奔，“爸爸”沙溢则

幽默地套娃式回答，想“娶了仙女骑

着蜈蚣在草原上狂奔”。一家人的

愿望天马行空，奇奇怪怪又可可爱

爱。但最终，正如视频结尾那句温

暖的话，“不管变成什么样子，我们

永远都是一家人”。

电影中，雷佳音不光一人分饰

两角，在大叔与少年之间切换自如，

还因为许愿时一个迟疑的“呃”，错

变成了一只大白鹅。变成鹅的雷佳

音挥舞着翅膀对张小斐疯狂比心，

也给观众带来了开心。看过电影

后，观众们开启了花式偶遇“大鹅”

雷佳音的欢乐模式。有观众表示，

“《交换人生》后遗症，看到鹅总觉得

会发出雷佳音的声音”。还有观众

拍下“铁锅炖大鹅”的照片，喊话雷

佳音“一起吃”，全网偶遇大鹅的场

面格外喜感。

电影中，奶奶对家人包容的爱

打动了许多观众，奶奶的视频留言

也让人相当动容。有观众感慨，“被

奶奶的独白看哭了，不管变成什么

样子，在奶奶心中，我们永远都是当

初那个天真懵懂的孩子。”还有观众

坦言，“无论离家多远，家人毫无保

留的爱，就是我们面对一切的底

气”。有观众直言，“这个春节最温

暖的打开方式，就是与家人欢聚，彼

此拥抱，一起体验一场有笑有泪的

治愈系合家欢”。 （影子）

合家欢喜剧《交换人生》
发“家人的愿望”彩蛋视频

本报讯 近日，奇幻电影《深海》

发布“有温度”海獭彩蛋。彩蛋以

“奶音”海獭的视角，诠释影片“粒

子”特效背后温暖含义：五彩粒子就

是一个个组成我们生活的“微亮瞬

间”，记录并留住我们对生活的期

望。据悉，电影《深海》是春节档唯

一 3DIMAX 影片，也是首部有杜比

视界的国产动画电影，“前所未见”

的大银幕适配性使大量“电影新客”

走入影院观看。

《深海》以前所未有的美学风格

及全新“粒子水墨”技术被大家熟

知。影片用绚丽的光影和色彩，将

传统印象中幽暗恐惧的深海，编制

成为唯美梦幻的世界。而此次“有

温度”海獭彩蛋，揭示了粒子背后的

深层含义：有的时候，这个世界是灰

色的，但总有一些彩色的粒子环绕

着你——可能是某个期待的日子、

炙 热 的 梦 想 、被 美 味 击 中 的 一

刻……生命的意义，或许就是这些

舍不得错过的“微亮瞬间”。

此外，《深海》在成为大量年轻

人“治愈力之源”的同时，也俘获了

家长们的喜爱。有位家长在评论区

留言：“6岁的女儿和14岁的儿子看

完后紧紧抱着我，我想这就是孩子

们的感受，从结果看，这真的是一部

好片子”。而更多网友发现，《深海》

的“神奇”之处在于，不同年龄、不同

经历的人，在同一部影片中，获得的

感受有可能截然不同。而带给不同

观众不一样的感受和讨论，电影正

应是这样的存在。

近日，田晓鹏导演在直播中与

网友连线问答，毫无保留地坦诚相

见获评“太真诚”。在被问到是否

会将此次《深海》中的研究成果共

享时，田晓鹏表示“绝对全部共

享”：“包括对流程简化和降本的探

索，都会服务于其他影片。我们有

一个精神——只要是我们研发出

来的东西，国内任何公司团队都可

以共享。中国动画的发展，不用有

这些壁垒。整个动画界还是挺团

结的。”

（影子）

《深海》发布全新“彩蛋”
海獭揭秘“有温度”的粒子宇宙

《无名》宁波答谢观众
军人观影动情：我们要铭记无名英雄

暌违七年，程耳带着他的新作《无名》进军一年中厮杀最激

烈的“春节档”，面对短视频和直播带货对电影行业的淘洗，程

耳毅然跃身进宣发大潮，带着主创团队马不停蹄地参加发布

会、线上直播、首映活动。见到主持人时，程耳轻声问了一句：

“今天上链接吗？”

“上链接”这个词是程耳在《无名》的售卖直播间学会的，

“3、2、1，开拍”，《无名》的预售票房便有了最直观地跃升，程耳

觉得来得直接，很是新鲜。

提到程耳导演，便绕不开他七年前执导的《罗曼蒂克消亡

史》，这部在当年上映时“无人问津”的电影最终收获票房1.22

亿，不抵《无名》的预售票房成绩。

未曾想，七年来，《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口碑评分却越来越

高，程耳逐渐进入主流观众视野。

王传君在采访时说：“《罗曼蒂克消亡史》像是一坛好酒，越

放越香。”程耳赶忙打断，“《无名》不用，《无名》开盖即饮。”

《罗曼蒂克消亡史》之后，程耳意识到宣传方案需更贴近观

众的口味喜好，他接连在宣发上造势，用“超级商业大片”、“爽

片”去定义《无名》，“他们一直都说我过于文艺，那我就开开玩

笑”，面对《无名》超3亿的制作成本，程耳对于票房和口碑发生

错位这件事感到诚惶诚恐，他希望当下就看到回报。

《中国电影报》：您对电影声画的

严格要求近乎偏执，大家都说您有强

迫症，您同意吗？

程耳：当然你可以说它是一种强

迫症，但对于我来说，更多是一种

本能。

我们希望让画面给大家带来更

好的享受，无论是服装、造型、食物，

还是每一次剧情的编织，每一次埋的

伏笔，它最终会融汇到电影这样一个

完整的产品中去，愉悦到大家，让每

一个不同的观众，无论从哪一个角度

出发，都能获得专属于自己的愉悦。

《中国电影报》：电影里，王一博

饰演的叶秘有许多条不同样式的领

带，这一细节的处理，有何用意？

程耳：我们确实用了一些笔墨去

描述。有一场戏中王一博特意换了

一条领带，但至于他为什么换这条领

带，我觉得大家自己可以去发现，去

理解。

《中国电影报》：预告片中有许多

偷窥视角，究竟是谁在偷窥？

程耳：这个问题其实跟刚才说到

的领带是相似的，其实无论是我们的

每一条领带、每一顿饭，还是每一个

镜头，如果它看起来像是偷窥的视

觉，一定是有文章的。当然它也没有

那么难以解读，大家只要安安静静地

看下去，最后都会有非常酣畅的解谜

般的体验。

《中国电影报》：《无名》的拍摄有

留下什么遗憾吗？

程耳：对我来说，留下的遗憾其

实非常少，我们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了

极致。

《中国电影报》：《无名》和《罗曼

蒂克消亡史》的故事都发生在三四十

年代的上海，两部影片中，都用到了

上海方言，您不是上海人，为何会对

上海文化情有独钟？

程耳：我从 1999 年到 2008 年一

直在上海生活。我从电影学院毕业

后，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所以

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很长时间。

对于民国的这些认知，更多的是

来自于阅读，当你试图去了解分析整

个民国历史的时候，上海这个城市是

你无法忽略的，这段历史大量的篇幅

都在上海。

所以一方面是我在上海的生活

经验，一方面是源于我阅读得到的认

知，确实有一种个人的情意。

《中国电影报》：除了上海话，电

影中还广东话、普通话、日语等，怎么

会在一部电影中用了这么多种方言、

语言？

程耳：方言是一个城市的魂魄，

是我们不应该去放弃的东西。《无名》

里面有普通话、上海话、广东话、日

语，我们尽可能地让戏中人都用自己

最熟悉的语言去说话，因为生活中我

们就是这样的，我们无论去到世界任

何角落，最忘不掉的，还是我们的方

言，我们内心的那一份乡愁。

《中国电影报》：三四十年代的上

海有它独特的气质在，您希望《无名》

传达出怎样的气质？

程耳：其实优秀的电影都基于一

个非常独特的城市。大家不妨回忆

一下，我们自己内心钟爱的那些电

影，它都得益于一座非常独特、活力

四射的城市，无论它是纽约、上海、北

京，或是任何地方。

我觉得城市环境和你的人物以

及最终呈现给大家的电影，这中间有

非常紧密的联系，重点在于我们需要

把人物、叙事，真正地渗透到这座城

市以及这个环境中去。

《中国电影报》：我们在《无名》

中，看到了梁朝伟的身影，您是如

何说服他加入的？

程耳：过程其实也很简单。作

为华语导演，甚至于说在亚洲拍电

影，能够跟梁先生合作是一件很幸

运的事情。我们也很快就接洽到

嘉玲姐，嘉玲姐说，“那好，你拿个

剧本。”我发了剧本给她，非常巧的

是，梁先生那会正好在香港，他在

家看了剧本，感觉还不错，就想看

一下我之前拍的电影。

正好英皇是《罗曼蒂克消亡史》

的投资方之一，所以英皇影院有《罗

曼蒂克消亡史》现成的拷贝，梁先生

在香港英皇影院看了一场，就跟我

通了一个电话，说我们还是尽量能

够一起拍一部戏，他很喜欢《罗曼蒂

克消亡史》，很快就促成了。

《中国电影报》：有人说梁朝伟

是一个“符号感”很强的演员，您怎

么看？

程耳：我不认为梁先生有特别

强烈的“符号感”，他每一次都不太

一样，每一次都有非常独特、丰富

的一面。

具体到《无名》的创作，他这个

人物身上承载了更多的历史感，我

们着力通过他这个人物去梳理那

一段历史，所以他常常是跳脱了一

个非常既定的，或者非常限制性的

戏剧矛盾冲突的人物，他像是站在

一个特别高的视点总结这一切，安

排这一切。

从完成的角度，这一次梁先生

的年龄感是最饱满的，他是一个更

帅、更加魅力四射的形象。既饱

满，又深邃。我觉得他的状态是非

常完美的一个年龄感。

《中国电影报》：与梁朝伟合作，

感觉如何？

程耳：梁先生给整个剧组每一

个人带来的感觉是如沐春风。他

就像一个天使，对所有人微笑，咧

开嘴微笑。每拍一条之前，他都会

跟执行导演、摄影师，点头致意，意

思说我 OK 了，你们拍吧，就是如沐

春风。

《中国电影报》：据说，王一博在

您心中是叶秘的不二人选？

程耳：大家反复在谈论：当初为

什么选择王一博? 看完片子，大家可

能会认同我说的。他确实就是造型

做一下，衣服换一下，就像是从那个

年代走来的人。他的优雅、力量感，

以及他偶尔展现的一点点脆弱，他

就是那个时期的人，就是属于那个

年代的上海。包括大鹏、传君也一

样，非常优雅、沉稳，好像内心有千

钧之力，表现出来风轻云淡。

《中国电影报》：您对他最终的

表现满意吗？

程耳：一博在现场的工作状态，

如果我不说，大家都很难想象。他

非常谦逊，也非常敬业，有足够的

耐心。

拍摄现场导演是要完全投入到

拍戏中，很多额外的东西都是干

扰，一博在这一点上，确实做到了

不仅让我，而且是让剧组其他工作

人员都觉得特别舒服，他太有礼貌

了，太谦逊了。

就因为他谦谦君子的这种面

貌，让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投

入到如何去把电影拍得更好，人物

塑造得更好，所以特别感谢一博。

◎观众不应该被低估

◎ 摩登上海的民国往事

◎ 反复被问到“为什么选王一博？”

◎《无名》，是部“爽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