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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林琳

访谈·专版

由胡玫执导，富大龙、马敬涵、马

伊琍、王子文等主演的电影《进京城》

将于5月10日在全国上映。影片通过

讲述以汪润生、岳九为代表的戏曲艺

人的故事，对国粹京剧的诞生发展进

行了追根溯源。日前，该片导演胡玫

和主演马敬涵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

访。在两位主创看来，《进京城》本质

上是一个关于小人物的故事，关于如

何找回尊严的故事。

一部关于人的电影

回忆起《进京城》的拍摄过程，作

为导演的胡玫用“处处离不开一个难

字”来形容。《进京城》前后历经 6年打

磨，无论戏里戏外，都遇到了很多意料

之中和意料之外的难处。

刚拿到剧本时，即使是影视界的

“老司机”胡玫也有些发憷。“一部讲

述京剧历史的电影能吸引多少人来

看？”

不过，在和幕后团队反复研究剧

本之后，胡玫的思路渐渐清晰。“京剧

的诞生过程实际上是由人来书写的，

所以《进京城》本质上是一个关于人的

故事。”用胡玫的话说，“我是一名故事

片导演，我要讲述关于人的故事”。

在她看来，《进京城》是一部剧情

片而不是戏曲片。京剧在影片中只是

一种载体、一种表现形式。“就像拍摄

一部关于外科医生的故事片，手术自

然是要体现的，但重点并不是要体现

手术本身。”胡玫说，《进京城》也不是

要体现京剧的高深、精彩，而是要表现

以汪润生、岳九为代表的戏曲艺人的

故事。

小人物如何找回尊严是内核

影片中，无论是富大龙所演的名

角岳九，还是马敬涵演的台柱子汪润

生，其实都不是大人物。在人人瞧不

起艺人的旧社会，他们甚至是社会底

层的小人物。

在胡玫的理解中，岳九被赶出京

城后，他这一辈子的心愿就是重回京

城的舞台，而原本自己也瞧不起自己

的汪润生，则在岳九的感召下，找到了

自己的价值，最终成为京剧的一代宗

师。“岳九也好，润生也罢，在这部影片

中，他们都是在找寻自己的尊严。对

于自己从事的戏曲工作，体现出了老

一辈艺人的工匠精神。”

出演汪润生的马敬涵对此深有体

会。“润生这个人物虽然从一出场十七

八岁就是戏班里的台柱子，但社会并

没有给他公平的待遇，甚至连他自己

也看不起自己。”

在马敬涵的理解中，润生从把唱

戏当作一个营生，到发自内心地把唱

戏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这其中就是

找回尊严的过程。而一句“努力唱，世

人早晚高看你一眼”，更是道出了他对

尊严的渴望。

岳九和润生，除了一个唱旦角一

个唱武生外，更是梨园中不同人物的

典型代表。

“润生是‘人生如戏’，岳九是‘戏

如人生’”，这是马敬涵对于这两个人

物的概括。在导演胡玫看来。这句话

再准确不过了。“岳九是个戏痴，在他

的生活中只有唱戏，仿佛一切都是为

台上那几分钟做准备。而润生是一个

鲜活的青年人，除了唱戏，他还经历了

两段完全不同的情感，在舞台外，有着

丰富多彩的经历。”

胡玫说，岳九和润生是两种成功

人物的典型代表。这样的设置除了

可以增加戏剧性，更可以让故事真

实、鲜活。

“幸亏是双男主，再多一个男

主都找不到了”

找到了表现宏大事件的着手点和

想要传达的内核后，电影毕竟需要人来

演。这也让胡玫着实愁了好一段时间。

影片中有多处京剧唱段，胡玫希

望演员全部自己来完成，不用任何替

身。然而，既有戏曲功底，又懂电影的

演员并不好找。

胡玫回忆说，早期他们也找过其

他演员，但唱好戏曲终究不是一朝一

夕的事情。“没有戏曲功底的演员练着

练着自己就没有底气了。”也正因如

此，制作团队决心要找到戏曲功底足，

而且懂得电影语言的演员。

富大龙和马敬涵都毕业于电影院

的表演系，同时又都是学戏曲出身。

这让导演很快锁定了这两名演员。

胡玫告诉记者，富大龙几乎是被

制片人“押回京”的。“富大龙答应接这

部戏时还在横店拍前一部戏，杀青前，

我特意让制片人飞到横店，生怕富大

龙被别的剧组接走。”

即使两人都有功底，但演好岳九

和润生也并非易事。

马敬涵回忆说，在《进京城》开拍

前大约一个半月，他推掉了所有的事

情，每天去练功房练功。影片中涉及6

部大戏，十多个片段，马敬涵在戏中戏

里要扮演关羽、黄忠、赵匡胤三位不同

的人物。有些选段是他过去没有唱过

的，因此必须提前做好功课。如今回

忆起来，马敬涵说“这可能就是我们戏

曲人渗透到骨子里的东西——总要把

最好的状态呈献给观众”。

这当中，马敬涵也遇到了一些过去

不曾有的麻烦，比如在扮演关老爷（关

羽）上台亮相时，由于电影是要给特写

镜头，因此在亮相的那一刻要求一撮胡

须都不能乱，而传统京剧是远观艺术，

即使坐在第一排，观众也看不清这么多

细节，这也给演员提出了新挑战。

影片处处透着严谨

虽然《进京城》的故事有很多艺术

上的再加工，但对于京剧的细节都十

分考究。胡玫介绍说，在影片的幕后

团队中，有专门的戏曲导演和顾问，对

于很多细节都是有据可考。比如影片

中涉及的几处戏曲选段，都是乾隆年

真实有的选段，这点保证了影片历史

的真实性。而对于这些选段的内容，

幕后团队也为此访问了国内的戏班。

对于演员来说，有很多细节都错

不得。马敬涵说，比如他扮演的关老

爷，不仅南方北方之间有差异，而且年

轻的关老爷和年长的关老爷都有不同

的表现手法，这些细节在开拍前他都

会和戏曲指导反复讨论。

多年来，关于戏曲的电影并不多，

《进京城》和《霸王别姬》都算是少有的

优秀作品。胡玫希望国内的电影人能

够增加文化自信，把中国的国粹通过

电影这种大众艺术展现给世人。

各电影制片、发行单位：

为了健康有序地推动全国中小学生

影视教育工作，全国中小学生影视教育

协调工作委员会决定于2019年4月下旬

开始进行第 39 批选片推荐工作。希望

各电影制片发行单位将近期完成的优秀

儿童片、适合中小学生观看的爱国主义

教育影片尽快报送我会，以供协委会选

择推荐。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送影片应内容健康有趣、积极

向上，具有一定的思想性、艺术性，且适

合广大少年儿童欣赏。

二、报送作品应为 2018 年 4 月至

2019年4月期间摄制，取得电影局公映

许可证且未参加过全国中小学生影视教

育协调工作委员会选片推荐的影片。报

送范围包括优秀故事片、科教片、美术

片、纪录片等多种电影形式。

三、报送单位必须具有所报送影片

的版权或发行权。

四、报送单位需提供所送影片的

DVD（MOV格式）光盘7张（带盘贴及水

印）、报名表 2 份（其中一份为电子版）

（需加盖报送单位公章）、电影局公映许

可证复印件1份、影片剧照、片花以及其

它相关材料（详情请登陆中国儿童少年

电影学会网站）。报送材料送至协委会

办公室（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办公

室）。受理报送的截止日期为2019年5

月30日。

五、全国中小学生影视教育协调工

作委员会委托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组

织专家选片。

六、联系方式

网站：www.cchfa.cn

邮箱：abcabc@cchfa.cn

电话：010-82047292 82041245

传真：010-82047293

单位名称：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

快递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

路 25 号一幢 102A 中国儿童

少年电影学会

邮编：100088

联系人：王建萍 赵艳红

全国中小学生影视教育协调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

2019年4月19日

全国中小学生影视教育协调工作委员会
第39批优秀儿童影片选片推荐工作的通知

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出品，著

名导演冯小宁执导的中国首部儿童动物

大电影《动物出击》将于4月30日登陆全

国院线，奇趣与惊险并存的阖家观影佳

作，为即将到来的五一档预热。本片讲

述萌娃“妈宝”和一群逗萌宠物，在无人

察觉和帮助的情况下，组队前去营救一

艘满载剧毒药品并失控的轮船，保护人

类免于灭顶之灾的故事。23日下午，电

影《动物出击》举办首映新闻发布会，中

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喇培康，总

经理江平，副总经理赵海城，副总经理兼

董事会秘书任月，副总经理周宝林等出

席，影片导演冯小宁，“男一号”灵缇犬布

鲁斯，演员景熙童，友情出演郑昊、龚洁、

张新华、李浩轩、李木子等也到场参加。

发布会现场揭晓了《动物出击》的终极版

“阖家欢”海报，让月底即将到来的公映

更受期待。

童宠集结直面危机

终极海报悬念迭起

首映发布会上，为了让大家提前感

受到这部儿童动物电影的独特魅力，中

影股份董事长喇培康、导演冯小宁、演员

景熙童和到场的友情出演演员等分别从

情节、拍摄、参演感受等不同角度为到场

嘉宾展现了影片的创新之处和深刻内

涵。从现场播放的预告片中不难看出，

《动物出击》高潮迭起的情节设置配合萌

娃萌宠的表演，让人对即将上映的正片

充满期待。

随后曝光的电影“阖家欢”版终极海

报着实让人眼前一亮，不远处爆炸的巨

轮上空是萌娃“妈宝”乘坐降落伞翱翔在

空中，似乎预示着救援成功，人类避开末

日危机逃出生天；而灵缇队长布鲁斯、猫

博士、鹦鹉船长、海狮和海鸥等则集结于

船头，表情里写满了勇敢和坚毅，誓与一

切危及世界和人类的灾难对抗到底。

五一档萌娃萌宠妙趣来袭

童宠聚焦环境与动物保护

定于4月30日登陆全国院线的电影

《动物出击》，是中影股份近年来极力打

造的精品佳作之一，作为导演冯小宁29
年磨砺出的全新儿童动物大电影，《动物

出击》不仅展现出了该类电影前所未有

的拍摄手法和情节设置，大胆启用真动

物和儿童担纲主演，其蕴含在影片内部

的能量和意义震撼内心。

不过，一个特别的身影出现在首映

新闻发布会现场也让《动物出击》的期待

值直线飙升，片中男一号灵缇队长布鲁

斯“空降”发布会现场，和导演及其他主

创团队一起亮相，毫不怯场的布鲁斯和

不忘在一旁帮它找镜头的景熙童上演萌

趣互动，将整场发布会的气氛推至高潮。

首映发布会上，中影股份董事长喇

培康特别为即将上映的《动物出击》致辞

推荐：“《动物出击》是中影股份继今年春

节档推出《流浪地球》之后的又一部独具

特色的电影，作为一部‘小正大’题材电

影，《动物出击》非常符合国家电影局近

两年来提倡的影视作品小投入、正能量、

大情怀的创作要求。同时，作为冯导精

心打磨的阖家欢影片，《动物出击》适合

各种年龄段观众观看，其提倡环境和动

物保护的正能量主题也是五一档对小朋

友最好的献礼。”

各位电影主创纷纷寄语推荐，导演

冯小宁表示：“片中的灵缇犬布鲁斯和猫

博士是我们为这部电影从小养大的，此

举本着电影人特有的工匠精神，因为好

电影需要用毅力来打磨。《动物出击》是

一部让大家看过之后会爱动物、爱环境

的正能量影片，相信也会成为五一档全

家观影首选。”“小芒果”景熙童代表孩子

们发声：“我喜欢小动物们，和它们一起

拍摄非常快乐。”演员郑昊表示：“爱护小

动物是让人很开心的事，能参演这样一

部以爱护环境和动物为主题的影片让我

受益匪浅。”演员龚洁说：“我们身边不乏

可爱的动物，但我们对它们的关爱远远

不够，希望大家看过影片之后能够更多

的关爱这些动物好友。”演员张新华说：

“《动物出击》真的非常好玩、十分精彩，

大家可以走进影院感受这部儿童动物大

电影的魅力。”演员李浩轩表示：“动物和

人之间是有交流的，现场动物演员们非

常听话，希望大家看过影片后更关爱我

们的动物朋友。”演员李木子说：“冯导执

导过很多经典作品，《动物出击》也是他

的精心力作之一，精彩程度可见一斑。”

这些发自肺腑的真情推荐，让大家对这

部在欢笑中感悟成长和希望的影片倍加

期待。

震撼视觉的大场面、前所未有的萌

娃萌宠主演、“以小搏大”的救世故事，为

环境和动物保护积极发声的深刻内涵，

《动物出击》可谓五一档备受期待的阖家

欢电影，也成为冯小宁导演“育人先育

心，看一部好电影，终生做好人！”的最佳

代言作品。

4月30日，到影院相约《动物出击》，

来感受这“为爱出击”的神奇魔力。

大片质感悬念重重

《动物出击》首映发布会
发“阖家欢”终极海报

《进京城》：一部讲述小人物命运的故事片

影片燃起了影迷的期待，尽管电影

全片采用藏语对白，也没有大明星加

盟，但《撞死了一只羊》还是在今年北影

节上一票难求，率先看过影片的观众被

电影的气质打动，有观众在打分平台上

称赞它是西藏版《东邪西毒》。有观众

热衷解读片中的“密码”，感叹“86分钟

的电影，看出了86种解读”。连监制王

家卫都说，虽然已经看过很多次，但每

次再看，还会有不同感受。

除了司机金巴在电影里真的“撞死

了一只羊”，支撑影片的其实是一个关

于杀手“复仇”的故事。杀手最终没有

杀掉仇人，司机金巴在梦中替他完成

“复仇”。万玛才旦说，金巴在藏语里是

“施舍”的意思，他觉得，司机金巴的梦

中“复仇”，让杀手真正的“放下”，也让

他的仇人玛扎获得了“解脱”，从这个意

义上讲，金巴的行动是一种“施舍”，这

背后反映出的是“慈悲”。

万玛才旦说，把《撞死了一只羊》

看明白，多少需要一点儿文化积累，电

影主人公的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源于

宗教和世俗的双重影响，这种影响，可

能连金巴自己也意识不到。作为导

演，万玛才旦所做的就是把“生活中的

荒诞和世俗拍出来”，给观众看。

本周五（4月 26日），《撞死了一只

羊》将正式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

专线上映。

中文名叫“撞羊”

是为营造间离效果

《中国电影报》：《撞死了一只羊》

跟您以前擅长的写实风格电影差别很

大，影片充满了黑色和荒诞，怎么想到

拍这么一个神秘的东方故事？

万玛才旦：剧本的主体是基于次

仁罗布短篇小说《杀手》改编，当初我

看了这个小说后，被他的讲述方式和

处理复仇的方式吸引，很特别。但它

是个短篇小说，只有几千字，拍成电影

容量不够，需要加很多东西，我就想到

自己的小说《撞死了一只羊》，两部小

说有共同的地方，都是发生在路上的

故事，主题上也有相似处，很容易揉在

一起。

《中国电影报》：影片的藏文片名

叫《杀手》，英文片名与男主的名字一

样叫《金巴》，与它们比起来，影片的中

文片名《撞死了一只羊》却带着一种黑

色的喜剧效果，然而，影片的重点其实

并非在“撞羊”上，为何给影片起了这

么个中文名字？

万玛才旦：中文片名不叫《杀手》，

是因为这样的片名出现得太多了，同时

容易把观众引导到类型片上。我希望，

电影本身讲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杀手故

事，希望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所以定

版的时候，就用了我小说名字——《撞

死了一只羊》，想让它跟电影故事有一

种间离效果。不过，从某个层面看，“撞

羊”也对应了杀手的经历，杀手进入小

镇后的行动、心理变化，都是通过“撞

羊”的司机金巴来补充的。

“梦中复仇”

表面暴力，实为施舍

《中国电影报》：电影里，司机和杀

手都叫金巴，他们仿佛在不同的时空

出现在了同样的地方，有时感觉他们

是同一个人，有时又觉得不是，究竟他

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万玛才旦：小说里面司机就司机，

杀手就是杀手，他们名字也不一样，也

没有电影里面的铺垫。但是我觉得电

影需要有一个明确方向，所以给他们

起同一个名字，让他们在不同的时空

经历了同样的事情，比如在茶馆里，他

们坐的是同一个位置上，他们在茶馆

看向窗外时，看到的是同样的场景。

落到影像上，当杀手问司机叫什么名

字的时候，司机说他也叫金巴，镜头变

成了一半一半，这是个暗示，他们一个

人是另一个人的另一面。

《中国电影报》：电影里杀手为什

么没有杀掉玛扎？

万玛才旦：杀掉就没意思了，那就

成了一个简单的复仇故事了。

《中国电影报》：为什么结尾要让

司机金巴在梦中代替杀手金巴完成

复仇？

万玛才旦：杀手金巴代表着一股

传统的力量，杀了仇人就完成了这样

一个意识。但是在电影里，他最终没

有杀，如果没杀，传统的力量就会一直

给他压力，对他的仇人玛扎而言也一

样，玛扎知道总有一天，金巴会来杀

他，他要面对，但当这个人真的来了的

时候，金巴没有杀他，对玛扎来说，这

也是一个负担，他解脱不了，反而会更

痛苦。司机金巴在梦里帮助杀手杀了

仇人玛扎，对杀手和玛扎来说，都是解

脱，让杀手“放下”，让玛扎“解脱”。这

其实是一种广义的“施舍”。

《中国电影报》：据说，金巴在藏语里

有“施舍”的意思，您在设计司机金巴这

个角色的时候是否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万玛才旦：是的。司机金巴在梦

里帮助杀手金巴完成复仇，表面上看

起来暴力血腥，但其实是一种施舍，他

通过这样一种行动，让杀手金巴和玛

扎两人解放出来。从广义上讲，他的

这种行动就是一种施舍。这样的施舍

是基于慈悲，基于宗教心理，司机金巴

的行为和他的名字是吻合的。

《中国电影报》：有观众说，《撞死

了一只羊》86 分钟的电影，看出了 86

种解读。作为导演，您最希望观众从

片中解读出什么？

万玛才旦：如果谈到解读，施舍是

一个点，慈悲是一个点。如果没有对

佛教理念的了解，很难理解这个故

事。比如司机撞羊，一般来说，撞死了

羊，赔了钱以后，可能会把羊卖掉或者

吃掉，不会抬到寺院去超度，送到天葬

台。他背后一定是有这样的文化，才

会有这样的行动。

司机金巴的生活充满了两面性，

一方面是宗教在影响他，一方面是世

俗在影响他。

我希望把生活中的这种荒诞性和

世俗性表现出来。他自己肯定意识不

到，是他身后的文化在起作用。

冥冥之中，致敬王家卫

《中国电影报》：有观众评论说《撞

死了一只羊》是西藏版《东邪西毒》，您

是否赞同？

万玛才旦：观众有他自己的想法

和观点，但我当初拍的时候，真的没有

想过要拍一部西藏版的《东邪西毒》。

是它的内容和讲述方式最终决定了它

的影像方式。

《中国电影报》：金巴总是戴着墨

镜，是在向王家卫致敬吗？

万玛才旦：戴墨镜跟金巴的名字

一样，这也是一个设置，从剧本阶段就

是这么设置的。当时没想要以此致敬

王家卫，预告片出来后，很多网友留言

说这个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冥冥之

中，有了这么一个致敬，也挺好。

《中国电影报》：有没有计划拍摄

藏文化题材之外的影片？

万玛才旦：如果有合适的题材，也

会拍。

《中国电影报》：近年中国电影界涌

现了一批藏族青年导演，对于他们个人

的发展和拍摄环境方面有何建议？

万玛才旦：外在的，因为题材的不

同，会带来一些实质性的差异，希望打

破这些限定。比如，汉族题材的故事，

相对容易找到投资，但是少数民族题材

电影，尤其是藏语电影，找投资、面对市

场，就会困难些，我希望缩短这些差距。

内在的，希望青年导演更多充实

自己。我常劝他们，先上大学，去学一

些能给电影带来辅助的专业，比如文

学，再去学电影。我自己也经历了这

个过程，这是一个综合的长期过程。

光掌握了电影技术远远不够，拍电影

更多的东西来自电影之外。

导演万玛才旦解读《撞死了一只羊》：

施舍是一个点，慈悲是一个点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去年威尼斯电影节上，中国藏族导演万玛才旦凭《撞死

了一只羊》捧起“地平线”竞赛单元最佳剧本奖。三年前，他

曾凭借电影《塔洛》收获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

本奖。

《撞死了一只羊》是2018年中国电影在世界三大国际电

影节获得的唯一一个竞赛单元奖项长片。影片改编自次仁

罗布短篇小说《杀手》和万玛才旦自己的小说《撞死了一只

羊》。监制王家卫、剪辑张叔平、音效杜笃之。

电影讲述了一个高寒藏地的温暖故事，在海拔 5500米
的可可西里取景。电影内容跟它的名字一样，充满了黑色、

神秘和荒诞，复仇、宗教、世俗在电影里交织缠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