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访《人潮汹涌》导演饶晓志：

换个活法，重新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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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 月 4 日，距离北京冬奥

会倒计时一周年之际，电影《我心飞

扬》发布“中国红”版海报，冬奥健儿

所披战袍在空中飘舞如同胜利的旗

帜。影片由徐峥监制、王放放执导、

孟美岐主演，故事灵感源自中国运

动员冲击冬奥首金，讲述冬奥健儿

拼搏进取、为国争光的故事。该片

将于 2022 年 2 月 1 日大年初一上映，

在北京冬奥举办之际回溯全民沸腾

的冰上夺冠时刻。

2002 年第 19 届盐湖城冬奥会

上，中国运动员在 500 米短道速滑项

目中夺得金牌，这是自 1980 年中国

代表团参加冬奥以来所赢得的第一

块金牌，这块金牌让中国人等了 22
年之久，几代冰雪健儿为之不懈拼

搏，举国上下为这块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金牌欢呼沸腾。电影《我心飞扬》

的创作灵感便源自中国冬奥金牌零

的突破，讲述运动员们拼搏进取、为

国争光的故事。有一种奇迹叫“中国

红”，值此北京冬奥倒计时一周年之

际，影片发布“中国红”版海报，冬奥

健儿驰骋于冰面，奋战到底只为在赛

场升起红彤彤的五星红旗！

作为影片监制，徐峥表示：“中国

需要自己的体育电影，因为中国英雄

太了不起了！我非常期待开在家门

口的北京冬奥，相信中国运动员们一

定会再创佳绩！”此次与王放放导演

联手打造《我心飞扬》，旨在让更多的

观众了解冰雪运动的魅力、致敬冬奥

健儿的拼搏精神、感受祖国的强大，

为全国观众提供看完电影看冬奥的

独特仪式感！

《我心飞扬》由曾在《创造 101》C
位冠军出道、拥有超高人气的孟美

岐主演。为更好演绎角色，孟美岐

已开始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对于

出演短道速滑运动员，孟美岐表示：

“非常敬佩冬奥健儿们的拼搏精神，

演运动员既有压力也有动力，一定

加倍努力不负期待！”

影片由北京真乐道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

心、北京光影四季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北京衡源路德影视文化传媒中

心出品，上海奕齐影业集团有限公

司联合出品，真乐道文化、光影四季

文化联合承制，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春市人民政府

联合摄制。

（木夕）

本报讯 由电影频道节目中心

(CCTV-6)出品，河南省委宣传部、兰

考县委宣传部联合摄制，宁敬武执

导，李东学、宋佳伦、苏丽主演的电

影《千顷澄碧的时代》近日发布定档

消息，将于 2 月 26 日在全国院线公

映。

《千顷澄碧的时代》以在全国第

一批“率先脱贫”的兰考攻坚实践为

原型，深刻反映中国完成人类文明

史上最大数字人群摆脱贫困的壮

举。据悉，影片采用了正面、全景式

的叙事方式——以“双雄人物+金融

扶贫主线”，串联起所有的故事和人

物，塑造中国脱贫攻坚一线的群像

人物。

在导演宁敬武看来，真实客观地

表达科学创新的脱贫方法论是关

键。因此，具有金融从业经历的宁

敬武在《千顷澄碧的时代》首创性地

确立了金融扶贫这一主线。

据介绍，该片不仅呈现出书记张

永和、副书记范中州主抓的“产业扶

贫”和“技术扶贫”故事，还展示了以

芦靖生为代表的新一代干部群体，

用“金融扶贫”新方法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过程。 （影子）

本报讯 近日，国家电影局发布

了关于 2020 年 11 月全国电影剧本

（梗概）备案、立项公示的通知。其

中，由郭帆、龚格尔担任编剧的《流

浪地球 2》正式立项，获准拍摄。

根据剧情梗概介绍，《流浪地

球 2》讲述了太阳即将毁灭，人类在

地球表面建造出巨大的推进器，寻

找新的家园。然而宇宙之路危机

四伏，为了拯救地球，流浪地球时

代的年轻人再次挺身而出，展开争

分夺秒的生死之战……

据悉，《流浪地球 2》计划将于

2023 年大年初一上映。此前，导演

郭帆透露目前该片还处于剧本创

作阶段。他表示：“电影的核心是

情感和人物，将争取拿出一个好的

故事给大家。”

（花花）

《我心飞扬》监制徐峥主演孟美岐
为冬奥健儿送祝福

聚焦兰考讲述扶贫故事

《千顷澄碧的时代》定档2月26日

《流浪地球2》正式立项获准拍摄

《中国电影报》：您上一部电影

叫《无名之辈》，新片叫《人潮汹涌》，

是刻意保持了片名上的联系吗？

饶晓志：算是吧。但二者不

是字面上的联系。“人潮汹涌”就

是许许多多“无名之辈”组成的

人潮景象，地铁里、月台上、公交

站、飞机场、火车站、商场里，总

有很多人孤独地走在人群中。他

们中，每一个“无名之辈”，都有

自己的故事，虽然大部分故事乏

味，但真实的生活就是这样。我

们通过电影，给平淡的生活加入

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中国电影报》：哪种不一样的

东西？

饶晓志：生活乏味，《人潮汹涌》

算是给生活加了一点佐料。电影

里，一个成功人士与一个“堕落小

白”，互换身份，但换个身份，是否就

能重新来过？ 他们在对方的生活

里，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呢？

这是影片最有意思的探讨。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饶晓志27岁的时候写

了个剧本，叫《爆胎》，讲一

个房地产商和一个剧团演

员因车祸，意外交换身份

的故事。他本打算，就此

开启电影人生。可惜事与

愿违，片子没成，他又捡回

老本行，接着拍话剧。

像是冥冥中的安排，

《爆胎》“流产”12年后，有

人找到饶晓志，希望他改

编《盗钥匙的方法》。看完

影片，饶晓志觉得，这个日

本电影与当年自己写的

《爆胎》有点像，用饶晓志

的话说，故事很简单，“一

匹大灰狼在一次澡堂的皂

滑事件中与一只小白兔交

换了身份，最终在对方的

世 界 里 找 到 丢 失 的 自

我”。也是交换人生，也在

找寻自我。饶晓志给自己

这部新片起了个名字，叫

《人潮汹涌》。

在饶晓志的讲述中，

《人潮汹涌》是给生活加入

的一味佐料，多数人的生

活单调而乏味，但换个身

份，是否就能重新出发？

进入别人的人生中，你将

得到什么，又会失去什

么？饶晓志说，这是《人潮

汹涌》里最有意思的东西。

他已经记不清，当年

那个27岁的饶晓志写《爆

胎》时究竟是想“重新出

发”，还是想“换个活法”，

但对39岁的饶晓志而言，

至少《人潮汹涌》帮他圆了

12年前的创作梦。

饶晓志为《人潮汹涌》

找来刘德华搭档肖央，二

人在片中，一个是勤奋自

律的成功杀手，另一个是

邋遢落魄的临时演员，两

个人在“交换人生”的故事

中，找到了丢失的自我，和

久未触及的感情。

拍完《人潮汹涌》，刘

德华有些不舍，他说，拍这

部电影仿佛重回25岁，在

电影中演“临时演员”时，

又回到了自己刚入行的年

代，回到了年轻时未经世

事的自己，重新走了一遍

刘德华的生活。

饶晓志何尝不是如

此。他说，刘德华饰演的

杀手与肖央饰演的落魄演

员，就像是人生中两个阶

段的自己，在电影中，他们

完成了交换与碰撞。

2021 年 2 月 12 日大

年初一，《人潮汹涌》作为

春节档新片之一，登陆全

国影院。饶晓志说，如果

你刚好想要“换个活法”，

或者打算“重新出发”，《人

潮汹涌》是一个不错的选

择。
《中国电影报》：据说，《人潮汹

涌》里有您隐藏的小礼物？

饶晓志：电影里会有一些致敬

的“小彩蛋”，看到的观众，可能会会

心一笑，没看到，也不影响。《人潮汹

涌》里有我自己 90 年代跟着香港电

影一起成长的记忆，对港片比较熟

悉的观众容易捕捉到这些“小彩

蛋”。

《中国电影报》：大年初一影片

正式在全国上映了，请您用一句话

推荐一下《人潮汹涌》。

饶晓志：春节是一个整装待发

的时节，特别是经历了 2020 这个特

殊的年份，特别需要修正后的重新

出发，如果你刚好处在这样人生阶

段，《人潮汹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中国电影报》：下一部影片有

计划了吗？

饶晓志：下一部戏叫《翻译官》，

正在写剧本，讲撤侨的故事。

《中国电影报》：谈到 演 员 选

择，您眼光很“毒”，从万茜到章

宇 、任 素 汐 ，很 多 演 员 在 您 的 电

影 中 大 放 异 彩 ，您 常 说 ，演 员 选

择要选适合角色的人，这里的适

合怎么理解？

饶晓志：基于演员和人物身上

有没有共性，或者说，他认不认识那

个人，有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境遇。

比如说，肖央这次饰演一个不得志

的演员，肖央是从草根时代走出来

的，他在那个时期应该也有过迷茫，

他可能有朋友就是那样的人，他能

体会那些人的生活。

《中国电影报》：您以后的电影，

有没有可能找“流量小生”或者“当

红小花”来出演？

饶晓志：当然有可能，只要合

适。我不太看演员的标签，只要喜

欢演戏，角色合适，就可以。

《中国电影报》：有没有比较关

注的青年演员？

饶晓志：易烊千玺、李易峰、周

冬雨，这些都是关注的。

《中国电影报》：找肖央演落魄

的临时演员是因为他以往的角色形

象比较“丧”吗？

饶晓志：他有“丧”劲儿，但主要

原因还是合适。《人潮汹涌》想讲的

演员群体，不是“横漂”或者“北漂”

那类群众演员，我想讲的是从院校

毕业，或者从某个话剧社出来的，受

教育程度还可以，对表演有坚定理

想的演员群体。肖央是从微电影草

根走过来，我想他是认识这些人的，

他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所以找了

他。

《中国电影报》：据说他在戏中，

被打了30多个巴掌？

饶晓志：对，36 个巴掌。因为

想在表演上求得更好的呈现。肖

央不是所谓的学院派演员，他是

凭直觉、主观的感受来演戏的演

员。这是好的，没那么多技巧。

但 这 次 合 作 ，也 会 磨 合 一 些 东

西。电影里有一场肖央的独角

戏，那场戏完全刺破了他的舒适

区，需要不断磨排演，对他来说，

是个不小的挑战。那场戏不能说

困难，但我们确实花了一些时间

不停地排演。

《中国电影报》：万茜这次的表

现如何？

饶晓志：她的表演，恰如其分。

《中国电影报》：您的电影很少

找大明星，这次为什么找了刘德华？

饶晓志：刘德华饰演的这个杀

手的特点是严于律己，刘德华来演，

说服力强。你想，刘德华演一个很

努力的人，你会不信吗？他就是合

适。

《中国电影报》：怎么找到刘德

华的？

饶晓志：在一个聚会上见到

他，当时我已经在写剧本了。第

一次见到“华哥”，觉得他很谦和，

没架子，很能照顾到所有人，我那

天光顾着激动，坐在那就不自觉

地哼他那首《17 岁》。其实，剧本

写到人物清晰的时候，就想过找

“华哥”来演，但第一次见面，没好

意思开口。后来，我们不停给他

递剧本，一稿一稿地递，一直在寻

求“华哥”档期上的可能性。

《中国电影报》：跟他合作前有

压力吗？

饶晓志：会有一点紧张，但是他

会很快消解你的不安，他很信任你，

跟他合作很舒服。

《中国电影报》：刘德华拍完影

片说，感觉自己回到了25岁，他有跟

您交流过吗？

饶晓志：其实没有，我也是后

来看特辑的时候才知道。拍摄

时候，我知道他应该是开心的，

他常跟我们在一起，也爱跟我们

聊天。

《中国电影报》：您前两部电影

都是原创剧本，《人潮汹涌》是您第

一个改编故事，怎么想到去做这个

改编的？

饶晓志：2007 年我写过一个类

似的剧本，叫《爆胎》，但没拍成。故

事讲的是一个房地产商和一个剧团

演员交换人生的故事，在那个故事

的设定里，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

2019 年，版权方找我改编日本电影

《盗钥匙的方法》前，我没看过那个

片，当时就觉得，这个故事跟《爆胎》

有点儿接近，促使了我去改编这个

故事。

《中国电影报》：这么说，《人潮

汹涌》里有《爆胎》的影子？

饶晓志：一点点。

《中国电影报》：也就是说，十多

年前没拍成的故事，您一直挂念着？

饶晓志：也不是，当时没做成，

觉得有点儿遗憾。那个剧本的设

定，比如交换身份、换个活法的概

念，我一直觉得有意思。

《中国电影报》：您自己写《爆

胎》的时候，其实是想换个活法吗？

饶晓志：有可能吧。那时候我

27 岁，处于迷茫中，需要换个活法。

那一年，我没拍话剧，在做电影，但

是电影又没成，于是 2008 年又回去

做话剧了。

《中国电影报》：《人潮汹涌》的

宣传语叫“换个活法”，拍摄的时，您

自己的心境上也有这种变化吗？

饶晓志：实际上，某种意义上也

可以说成是和人生中两个阶段的自

己交换碰撞。2007 年我写了《爆

胎》，2019 年做了《人潮汹涌》，这也

是我在这两个阶段，跟自己的交换

和碰撞。27岁的我想要做的一个故

事，到 39岁做成了，正好 12年，很有

意思。

《中国电影报》：就像是现在的

您跟27岁的您的一个对话？

饶晓志：算是某种精神上的对

话吧。

◎下一部戏拍“撤侨”

◎不排斥与“流量”明星合作

◎连扇36个巴掌，刺破肖央的“舒适区”

◎写剧本时，就想到了刘德华

◎ 27岁的我和39岁的我“交换”了

◎“人潮汹涌”就是许多“无名之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