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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久天长》导演王小帅：

不确定，能否拍完“家园三部曲”

没想过在柏林“擒两只银熊”

《中国电影报》：怎么想到拍《地久天长》这个故

事的？

王小帅：《闯入者》之后就有创作《地久天长》的

想法了。2015年，我们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就是“开放二孩”，这和我一直构思的剧情很切合，

所以就开始创作了这个有很大时间跨度的影片。

希望引起中国百姓的共鸣。

坦白讲，我对电影节和市场都没有过多考虑，

因为当时还不知道能呈现出什么样的品质。我们

努力做好每一个环节，比如美术，要把时代的可能

性做出来，要恢复那个时代的道具。比如置景，

2015年要找到废房子、废砖房都不容易，要把它先

恢复出来再说，这是一个慢慢建立信心的过程。

《中国电影报》：所以您之前没想到影片会在柏

林获得两个大奖？

王小帅：这个结果确实是出乎意料。去电影节

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电影是有特点的，我当时觉着，

最有可能获奖的就是王景春。他在电影里，完全不

是演戏，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就生活在里面。咏梅

也是，大家说她演什么了会得奖，恰恰就是她没有

演，她就是跟随在丈夫身边、跟随在命运里、跟随在

所有的遭遇里，浑然天成。

《中国电影报》：我们发现，电影中的人物面对

命运时，是一种隐忍宽容的态度，这种善良从何

而来？

王小帅：这可能跟我自身成长的环境相关。我

碰到的叔叔阿姨们，都对人很好，所以会在这样的

环境里受到这种善良的熏陶。甚至当他们遭遇不

幸时，依然不能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这些都是我

能感受到的一种宽容和善良的慈悲。我会感觉到，

一个人不管遇到多大挫折，他们还能活下来，还能

够坚忍，还会宽容对方，真的很了不起，这也是我的

理想。我想把这样的福报放在电影里扩散出去，让

更多人感受到，要宽容善良，不要勾心斗角。

找王源的初衷不是商业考虑

《中国电影报》：怎么想到找王景春和咏梅

来演？

王小帅：我跟王景春合作过《我11》，他是那种

很容易融入到故事气氛里的演员，年龄也合适，四

五十岁的样子。而咏梅身上有一种传统的沉稳气

质，很适合电影中妻子的设定。他俩在一起，有一

种中国传统夫妻夫唱妇随的感觉。

《中国电影报》：如何评价二人的表演？

王小帅：景春和咏梅的表演让我感受到了一种

我心中的、普遍的中国人的特质——隐忍和克制，

这是我所喜欢的中国人的特质。这里的隐忍，除了

生活里的，还有表演理念上的，那种无痕迹的，没有

外在表现的表演，则更加能表现出沉稳、内敛和宏

大。我觉得他们没有在演，他们就是根据故事的情

境，生活在电影里了，他们的一呼一吸都透露出普

通中国人的气质。

《中国电影报》：找王源来演是出于商业考

虑吗？

王小帅：找王源演，虽然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关

注，但初衷并不是商业考虑。王源这个角色的年龄

段是十五六岁，这个年龄成熟的演员很少，而王源

已经成名并且气质合适，找他也就省去我们到茫茫

人海中挑演员的过程了。过去，我们都是各处选演

员，选了以后，还要看有没有基础，需不需要再训

练，但王源是现成的演员，他已经可以应付大型演

出，说明他骨子里有这个潜力，只是没怎么接触过

电影而已。

相信观众看3个小时“没压力”

《中国电影报》：《地久天长》片长达175分钟，

将近3小时，在市场排片上这样的片长不太讨巧，

会不会担心观众“坐不住”？

王小帅：《地久天长》的核心还是人情，而这些

人情正是可以穿越时间，让现在的观众能有共鸣的

东西。我想，观众只要沉浸进去，是可以跟里面的

角色同时呼吸，同时感受，就会不知不觉走过那么

长时间。我相信，影片的情感投射观众是很容易接

受的。

《中国电影报》：为何采用非线性叙事？

王小帅：《地久天长》的故事时间跨度30年，从

一个人二十多岁讲到将近 60岁；空间跨度是从中

国北方讲到南方，几千公里的距离，如果用线性叙

事，三五个小时也讲不完。我想，一个人的一生在

时间线上都是写好了的，我想打破这个时间线，把

他几十年的遭遇当成他一生的缩影来拍，所以采用

了非线性叙事。

《中国电影报》：这个结构是在剪辑是确定

的吗？

王小帅：这个结构在剧本的时候就搭好了。原

本我们是按照时间线来的庞大结构，可这样拍下去

就成电视剧了，电影不能这么拍。我是那种拍戏之

前得先弄好剧本的导演，所以我们这个戏的结构还

是在剧本阶段搭好的。有些导演很厉害，不要剧本

就能拍电影，我就不行，这样太烧脑也太冒险了。

《中国电影报》：为何选择内蒙、福建两个相隔

几千公里的地方取景？

王小帅：这两个地域相差几千公里，这是一个

非常遥远的距离，正好印证了主人公他们在自己的

生活产生巨变之后流浪的心情。

这不是部电影，这是生活

《中国电影报》：《地久天长》这个片名，有什么

特殊的意义？

王小帅：这不是一部电影，这是生活。而生活

是人的一生既漫长又短暂的经历，漫长的时候真的

要经历很多事，要承受很多痛苦，慢慢过完这一生，

同“地久天长”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中国电影报》：最想通过影片表达的是什么？

王小帅：《地久天长》侧重于展现 30年中国社

会变更中家庭以及情感关系的变迁。时间洪流下，

一切都在改变，但善良和希望一直都在。

我常想，面对湍急的社会变革大潮，当悲剧降

临到像本片主人公丽云和耀军这样善良的普通人

身上时，他们该如何应对自己的生活呢？人只有一

生，你只能活一次，而一次伤痛可能就会影响你一

生。对于我们这部电影中的人物来说，他们几乎用

掉了一生的时间去告别早逝的儿子，告别他们逝去

的青春，而对于将来，我相信希望还在。我希望，

《地久天长》故事中的家庭成为中国社会在过去30
年中的一个缩影。

《中国电影报》：为了营造年代感，置景上做了

哪些努力？

王小帅：搭建场景和细节花了很多精力。我们

说，这已经不是一个电影，这就是生活。我们带过

来的是扑面而来的生活，这个生活是我们中国观众

第一时间都能接受的，比如场景的转变，并没有提

示，观众就能感受到这个气息。

《中国电影报》：会不会担心，太多年代感的东

西给人以堆砌的感觉？

王小帅：你要是说通过历史或者这个过程中去

看，会有一些让你眼睛觉得不正常的东西，这样的

话观众自以为发现了你在做符号的堆砌，实际上这

是自然产生的，每一个时代出现的事情必然要在那

里。比如说回到那个时候，双卡录音机，或者是穿

着大翻领的衬衫，这是一个基本的状态，这是年轻

人追逐的状态，所以这个只要到那里就是这样，不

存在什么堆砌，除非你不拍这样的电影。

需要市场和投资支持

《中国电影报》：近几年，您的电影背景似乎很

喜欢回溯到过去的年代里，这是为什么？

王小帅：我每次做的其实都是当下性的，可能

是因为你们年轻，就会觉得王小帅的电影好像都在

拍过去。观众可能觉着像《青红》、《我 11》这种带

有一定的历史距离，但对我来说，那根本不是距

离。只不过因为你们年轻，所以会觉得是距离。比

如说，找一个老者，跟他说民国的事儿，对他来说，

那可能就是他的前半生，并没有什么距离感。所以

说，我们要用更宽的历史眼光来看待这些。

我是觉得过去的有些东西越来越重要，中国现

在的发展速度太块了，有的时候通过电影也好，哪

怕通过一些人呼吁也好，真的多停下来，把过去先

梳理好，别忙着往前跑，这很危险。 所以，我觉得

有必要把这些记录下来，就做了这样的电影。我总

觉得，活过了不能像囫囵吞枣一样，就过去了，那多

可惜。

《中国电影报》：《地久天长》是您的“家园三部

曲”的第一部，接下来的两部目前是什么进度？

王小帅：我不能够说，也不知道是否能够完成

“三部曲”。把《地久天长》做完，已经是精疲力尽

了。这样的大格局、这样的跨度这样的构想做三

部，真的是要一定的市场环境或者投资环境去

支撑。

后两部目前基本有了个构思，但在中国电影的

环境里去制作这样的电影，需要的财力支撑蛮大的，

可以说是大于国外的。因为我们的城市变化太快

了，很多东西都被摧毁了，要恢复过去的场景很困

难，再加上我们的保护观念现在也还没建立起来，靠

一个人的力量很难，还是要人多力量大才能完成。

本报讯 3 月 15 日，导演林超贤

在微博上宣布电影《紧急救援》的中

国拍摄部分正式杀青，并表示他和剧

组没有休假，而是直接投入到了墨西

哥部分的拍摄之中。据了解，国内拍

摄部门在厦门和福州进行，主要拍摄

电影中指挥中心的部分。

《紧急救援》是导演林超贤继《湄

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之后的又一部

主旋律力作，据目前曝出的消息称，

《紧急救援》取材自海上救援打捞事

件，也是国内首部相关题材电影，制作

成本高达 7亿元，由彭于晏、王彦霖、

辛芷蕾、蓝盈莹、王雨甜等人主演。

而在结束国内拍摄后，剧组转战

墨西哥的原因则是大型道具都是在

墨西哥定制，同时将会在当地一个超

大的摄影棚完成拍摄。

《紧急救援》暂定于 2020年内地

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地久天长》由王小帅执

导，柏林电影节“银熊奖”获得者王景

春、咏梅领衔主演，齐溪、王源、杜江、

艾丽娅、徐程、李菁菁、赵燕国彰等主

演。王源为电影《地久天长》演唱的推

广曲《友谊地久天长》MV日前上线。

歌曲从老式录音机播放出一句

的旁白——“时间已经停止了”开始，

口琴吹响前奏并占据主旋律，在火车

的轰隆声之后，王源的歌声和吉他伴

奏相继响起：“怎能忘记，旧日朋友，

心中能不欢笑……”

MV 中的画面延续电影风格，极

具年代感，简单的口琴、吉他弹奏，加

上间奏曼陀铃的惊喜演奏，伴随着电

影中的画面，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

堆满杂物的楼道、公园湖中的脚踏

船、院子里追逐打闹的男孩子们和跳

皮筋的女孩子们都令人印象深刻。

电影《地久天长》将于 3 月 22 日

全国公映。影片上周末在全国范围

内进行了大规模超前点映，成绩亮

眼：票务平台评分9.3分，大V推荐度

高达 85%，媒体想看榜期待值 98.8，
高居同档期第一。 （杜思梦）

本报讯 在 2018年加拿大金枫叶

国际电影节上，故事片《爱无痕》以

“多少委屈谁人知、多少情仇何处诉、

多少付出存哪里、多少牺牲刻何方”

为标志，在众多参赛作品中脱颖而

出，一举夺得重量级奖项最佳编剧

奖。

《爱无痕》诠释了人民警察服务

人民的大爱和忠诚，是一部弘扬主旋

律、反映公安战线基层派出所民警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

律严明”精神风貌，在最普通岗位上

书写英雄凯歌的影片。

电影的主创团队没有刻意去划

分男女一号的界限，而是着重塑造甄

石、乔彦青、艾天亮、林瑞瑞等基层民

警英雄群体的形象。

影片另一亮点是本色出演的从

警人员。片中不少情节源于杭州上

城和苏州吴江公安派出所的原生态

故事和人物，这些基层民警把平时为

民爱民和惩戒犯罪生动地在影片中

展现，演的真切自然、爱憎分明，串起

了影片完整的脉络。片中本色出演

的上城分局民警陈全江、华山、刘潇

然、李瑞雪在首映式亮相，感动众人。

电影《爱无痕》于 3 月 19 日全国

上映。 （关耳）

本报讯 近日，电影《扫毒 2:天地

对决》剧组全阵容亮相第43届香港国

际电影节，影片导演邱礼涛与监制兼

主演刘德华，主演古天乐、苗侨伟、林

嘉欣、周秀娜、郑则仕、陈家乐、卫诗

雅、张国强、张竣杰、李赏等演员出席

影片发布会。

现场发布了影片定档预告、海报

两款物料，并宣布《扫毒 2》将于 7 月

12日全国上映。该片以“毒品”为线

索，讲述了由刘德华饰演的慈善家兼

“金融巨子”的余顺天与古天乐饰演

的“香港最大毒贩”地藏之间由“禁

毒”引发的一场对决。

作为《扫毒 2》的监制兼主演，刘

德华表示，影片中有充足的飞车、动

作戏份，在影片后半段，更有汽车直

接冲进地铁站与行驶的地铁直接相

撞的片段。 （关耳）

本报讯 在科幻题材的《流浪地

球》大卖后，香港科幻大制作影片《明

日战记》日前也发布正式预告。在香

港建筑已被藤蔓遍布的末世场景中，

古天乐驾驶高科技型战机执行任务，

还与刘嘉玲就行动计划发生争执。

预告中有大量与外星生物的追逐、打

斗镜头。另外，张家辉饰演的角色似

乎另有图谋，神秘策划着一个“天幕

计划”。

该片由古天乐、刘青云、刘嘉玲、

张家辉、姜皓文、谢君豪等主演，吴炫

辉执导。据悉，《明日战记》耗资 4.5
亿港币制作，主要特效都由古天乐自

己的公司“天下一ONE COOL”制作，

他希望，通过影片证明香港的特效已

达国际水平，他本人不仅担任主演，

还担任影片出品人。

《明日战记》的故事设定在 2055
年，讲述了外星生物在净化地球的同

时，也在杀死一切生命。拯救地球的

精英部队在与外星生物作战时，发现

了一个惊天阴谋。影片有望于 2019
年秋季上映。 （影子）

■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紧急救援》国内戏份杀青转战墨西哥

电影《地久天长》推广曲MV催泪上线

《爱无痕》诠释人民警察的大爱与忠诚

《扫毒2》定档7月12日

古天乐任出品人

科幻片《明日战记》有望秋季上映

斩获第 69届柏林电影节最佳男女演

员两座“银熊”奖杯的中国电影《地久天

长》将于本周五（3月22日）正式在全国影

院上映。此次在中国内地上映的版本与

影片在柏林电影节首映版本相同，都是

175分钟片长，将近3个小时。

导演王小帅并不担心观众被片长“吓

退”，他有信心，观众“只要沉浸进去，是可

以跟电影里的角色同时呼吸，同时感受，

就会不知不觉走过那么长时间”，王小帅

说，《地久天长》的核心还是人情。

拍《地久天长》的想法源于王小帅上

一部电影《闯入者》完成之后，这部时间跨

度长达三十年的影片，讲述了工厂里两个

本是挚友的家庭，因孩子们在水库嬉戏遭

遇意外，其中一家人的儿子意外死亡，两

家人的命运因此改变的故事。

王小帅在电影里重建了一个 80年代

的中国社会，从置景到美术，步步谨慎，他

想恢复的不仅是那个时代的物件、人，还

有状态，“中国人传统的隐忍和克制”。用

王小帅的话说，那是一种他心中的，中国

人普遍的特质，是他最喜欢的中国人的特

质，也是王景春和咏梅在电影中一呼一吸

间透露出的气质，这种特质令影片散发出

属于80年代的“沉稳而内敛”。

复建的过程被王小帅称为“慢慢建立

信心的过程”。这个过程让他疲惫不堪，

王小帅回忆，当时要找个具有年代感的废

旧砖房都成问题，他有些无奈，“我们的城

市变化太快了，太多东西都被毁了”。以

至于，王小帅并不确定电影能拍成什么品

质，也没大想过，这片子能去柏林，还能

“擒回来两只银熊”。脑子里每天转的都

是“先恢复出来再说”。

置身时代的洪流中，王小帅忽然觉

着，自己拍这样的电影似乎也是一种记

录，“中国现在的发展速度太块了，真的需

要停下来，把过去先梳理好，别忙着往前

跑，这很危险。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这

些记录下来。活过了不能像囫囵吞枣一

样，就过去了，那多可惜。”

电影故事时间穿越 30 年，空间横跨

几千公里，王小帅说，他想通过一个中国

家庭几十年的情感关系变迁，告诉观众，

“在时间的洪流下，一切都在改变，但善良

和希望一直都在”，他希望，《地久天长》故

事中的家庭成为中国社会在过去30年中

的一个缩影。

《地久天长》是王小帅“家园三部曲”

的首部影片，然而拍完第一部，王小帅已

近精疲力尽，他说，对于“三部曲”他无法

肯定自己会不会食言，毕竟，如此大格局、

大跨度的电影，想做三部，需要市场和投

资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