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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报》：您第一次与王

仕花见面是什么时候？当时她给您

留下怎样的印象？

陈力：为了还原主人公的人生

轨迹，主创团队多次前往开山岛采

访采风、体验生活，与王仕花同吃同

住，在细微之中体悟守岛人的心路

历程。

2019 年春节我第一次踏上开

山岛采风，我对王继才、王仕花夫妇

有着敬畏之心，他们是时代楷模，感

动了全中国。但那天上岛的时候，

细雨蒙蒙，甚至还有一点冰雹，船距

离码头还很远的时候，就看到码头

有个瘦瘦小小的身影，一直在向我

们招手，一下子就特别有亲切感。

船靠岸的时候，王仕花很熟练

地拉起缆绳，一把把我拉到岸上。

我当时感觉到她的手很粗糙，这样

一个瘦小的身躯，一定经历了很多

年的风风雨雨，才有了岁月的痕迹。

《中国电影报》：您每一次创作之前

都会深入生活，这一次拍摄英模片，“下

生活”有怎样的不同？

陈力：她给我讲述的，不是这 32 年

有多么辛苦，反而都是他和王继才 32
年间共同经历的故事。比如老王喜欢

听王仕花唱歌，他们一起在房顶上看

星星。我突然觉得，他们对于这个岛，

对于祖国的深情，以及他们彼此之间

的爱情，对于儿女、朋友、父母的感情，

就是我们常说的“最长的情”。

“下生活”之后，我几乎要忘了我是

去准备拍电影的，与王仕花同吃同住，她

的女儿大宝叫我干妈，已经有了很强烈

的亲人的感觉。

回来后我就思考，拍英模电影，塑

造一个时代楷模，必须要“下生活”，而

且千万不能拍成不接地气的，否则观

众总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远。这也是

我拍了这么多部电影以来，“下生活”

第一次有这么深的感受，没有距离感，

有一种“走亲戚”的感觉，临走时也

依依不舍。

创作时我也在想，到底他们最打

动人的地方是什么？首先就是他们全

家质朴的情感，更有他们32年的坚韧

与坚守。也就是与王仕花第一次见面

后，我就坚定不移地一定要把这部电

影拍好，把他们一家带给我的感受传

递给观众。

《守岛人》近期正在全国点映，很

多观众给我反馈，说自己观影过程中

一直在流泪，但却不知道感动到底源

自于哪里。

因为他们的情感就是质朴的。

他们不是领袖，不是将领，没有波澜

壮阔的人生和故事。应该说，每个人

心中都有一座岛，如果你正在为这座

岛而奋斗，就会有属于奋斗者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能作为导演拍摄《守岛

人》是我的荣幸，让我的价值观也得

到了升华。

取材于“时代楷模”王继才、王仕

花夫妇守岛 32 年真实事迹的电影

《守岛人》将于 6 月 18 日全国上映。

主演宫哲在片中饰演原型人物王仕

花，谈及拍摄感受，宫哲坦言，“作为

一名演员，能接到这部戏很幸运。扮

演王仕花让我的精神得到了升华”。

登岛下生活，

被王仕花感动

三年前，导演陈力接到拍摄《守

岛人》的任务，她找到宫哲，希望她能

出演电影原型之一的王仕花。王仕

花是王继才的爱人，她原本是个小学

教师，在王继才上岛一个月后，辞去

教师工作，把小女儿托付给公婆，与

丈夫王继才从此在人迹罕至的开山

岛上扎了根，一扎就是32年。

宫哲的生活轨迹与王仕花大相

径庭，当年她被导演马俪文从中央美

院选中走上演艺之路，出演的首部电

影《我们俩》就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

大放异彩，同年被提名金鸡奖最佳女

配，起点相当高。

2019 年，宫哲跟着陈力第一次

登上了开山岛。去之前，宫哲最好奇

的是：他们这 32 年是怎么生活的？

经历过什么？宫哲内心的变化，是从

登岛的那一刻开始。

在岛上，王仕花带着宫哲巡岛、

坐船。聊起和老王（王继才）一起守

岛的时光，王仕花总是泪流满面。有

时，王仕花会抚摸着花草，告诉她，

“这是当年我跟老王一起种的”，宫哲

看着那些不知名的小花在石头缝里

奋力的生长，内心莫名涌起一股感

动。

还有苦楝树、桃树、小菜园……

“那些植物在开山岛上其实是很难种

植出来的”，宫哲说，“那时候，开山岛

上没有淡水没有电，一年中大部分时

间台风肆虐。”电影中，一场台风来临

前，抢救菜园的戏让宫哲有了切身体

会，“海风来的时候太恐怖了，有场暴

雨中抢救菜苗的戏，我自己浑身被打

湿，冻得瑟瑟发抖。但我当时已经进

入到了那个情境里了，我去抢救那些

菜的时候，真的是有点儿奋不顾身

了。”宫哲感叹道。

在跟王仕花的接触中，宫哲内心

经历着一次次震颤，他们的爱情，他

们的力量，他们的坚守和信念，让宫

哲渐渐明白了这32年的意义。最让

她感动的是，即便经历着常人难以忍

受的困难，王继才王仕花夫妇依旧笑

着面对生活，亲手把环境异常艰苦的

小岛变成了温情的家园。

王仕花，真的了不起

随着拍摄的深入，宫哲对王仕花

口中的那句“他守岛，我守他”有了更

深的感悟。

现实中，王仕花原本不用登岛，

当年，她工作的学校里，还有一个晋

升的机会等着她，如果上岛，她不仅

要放弃教师的工作，还意味着要与小

女儿长久分离，“那就是在她心头上

剜肉呀”，宫哲揣摩人物的时候，怎么

也想不通，王仕花为什么还是选择了

上岛，“除了工作，王仕花也有爸妈，

她不仅为人妻，也为人母，为人子

女。如果上岛，这些都要割舍下来。”

宫哲问过王仕花，为什么一定要上

岛？王仕花的儿子王志国的一句话

解开了宫哲的疑惑，“我妈就是太爱

我爸了”。简单几个字背后，是王仕

花对王继才浓到化不开的情。

事实上，做出选择的过程是艰难

的，王仕花告诉宫哲，32年前做决定

的那个夜晚，她一个人回到家，关上

了门，大哭了一场。那一刻，宫哲觉

得，王仕花真的了不起，“她把所有的

苦自己嚼碎了吞下去消化掉，不让自

己的痛苦影响到别人，但对她而言，

一定是很苦的吧。”

宫哲希望通过自己的表演，为王

仕花传递出这样一个瞬间。电影中，

暴风雨肆虐，宫哲穿着黄色的雨衣，

面向开山岛的方向长久的站立，她的

身边是着急忙慌跑上岸跑的渔民们，

无论风雨再大，宫哲在逆行的人群中

一动不动，在雨中，眺望开山岛。

“这场戏实际呼应的就是生活里

王仕花做决定那晚，一个人痛苦的

戏”。宫哲说，电影中的那一刻，千言

万语化作了泪水，与暴风雨融在了一

起，也是在那一刻，她，做出了决定。

跟刘烨升国旗，最难忘

在宫哲看来，32年守岛的日子，

王仕花与王继才的感情早已不是简

单用爱情能够概括，“他们之间有爱

情、有亲情、还有战友情”。

宫哲记得王仕花跟王继才说过，

“你守岛，我守你”，宫哲去查了地图，

开山岛不大，只有两个足球场那么

大，但地理位置很特别，是要塞，是国

防战略岛。1939 年，日军攻占灌河

南岸，就是以此为跳板，地理位置对

于海防国防十分重要。“所以他们两

个人守在这里，不光是守家守岛，其

实是在守国。他们是夫妻，是亲人，

也是战友。”宫哲说。

电影中，宫哲最难忘的戏份是跟

扮演王继才的刘烨一起升国旗的

戏。现实中，王继才王仕花二人自

1986年在开山岛上升起第一面五星

红旗起，32 年来从未中断过一天，

2018 年王继才因病逝世，升国旗的

重任传到了新的守岛人肩上。王仕

花告诉宫哲，守岛的32年，她和老王

在岛上的每一天都是从升旗仪式开

始，32 年间，他们先后升起过 200 多

面国旗。

在电影里，宫哲和刘烨也效仿着

王仕花和王继才，在小岛上升起了国

旗。宫哲说，每一次升起国旗，她都

会感动，“就感觉国旗升起的那一刻，

心里充满了自豪感”宫哲说，在岛上，

有时，抬头看见随风飘扬的五星红

旗，都会觉得自豪。她把这个时刻，

称作“幸福时刻”。而对于出演王仕

花的经历，宫哲感慨道，“那是一次精

神的升华”。

拍完《守岛人》，宫哲也经历了一

场心灵之旅。《守岛人》在石家庄的路

演上，有观众问她，你拍完《守岛人》，

你的心中有岛了吗？宫哲说，从影片

的前期准备到拍摄，再到电影问世，

她心中的那座岛随着影片的进度，一

点点地建设、完善和饱满，现在，那上

面长出了苦楝树，长出花花草草，而

随着生活的继续，她的岛还会增添更

多的东西，而她自己也将变得更加勇

敢、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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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6月18日，根据“人民楷模”王继才守岛卫国32年感

人事迹创拍的电影《守岛人》即将上映。

影片选取王继才夫妇守岛生涯的经典片段和闪光瞬

间，在守与走、得与失、苦与乐的矛盾纠结中，从不同侧面

展现了王继才夫妇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守岛就是守国”的

家国情怀，不仅还原了王继才夫妇32年与恶劣自然环境

顽强抗争的经历，更将主人公爱国奉献的价值追求贯穿影

片始终，对于激励各行各业坚守平凡、创造非凡，都深具心

灵观照和精神滋养。

曾创作《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血战湘江》、《古田军

号》的导演陈力此次将镜头聚焦在平凡中见伟大的王继才

夫妇，她表示，平凡的人物也可以书写不平凡的人生，《守

岛人》的创作以“真”为核，希望把王继才夫妇的精神传递

给当下的年轻人。而王继才的精神也如同灯塔一样，照亮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照亮属于我们内心的那座岛。

《中国电影报》：很多电影界专家

认为，《守岛人》实现了英模人物电影

的创新，您认为该片创新之处在哪？

陈力：把最“真”的内容呈现出来，

就会打动人。“下生活”期间，我们和王

继才一家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他们把

最真的故事，最真的情感给予了我们，

我们通过镜头、银幕，再把这份“真”传

递给观众。

《守岛人》虽然有大量的雨雪、台

风的戏份，但95%以上都是实拍，只有

个别空镜是CG特效制作而成。这也

是我希望传递的“真”，真实的场景、道

具，真实的表演。

《中国电影报》：近些年，您一直在

探索与年轻主流观众实现情感共鸣，

拍摄年轻观众爱看的主旋律电影。在

《守岛人》创作时，您有怎样的考量？

陈力：随着中国电影不断发展，尤

其是主旋律电影在近几年的火热，激

发起很多年轻人的爱国热情。主旋律

电影，要用最精准的艺术手法，架构起

与青年人心中的桥梁，把影片主题传

递给年轻观众，而这种架构必须是真

诚的，这是很关键的。

很多青年人看完《守岛人》，都说

再也不谈“高富帅”这个词了，能够这

样相守一生，就是最幸福的。

《中国电影报》：电影中的“闸火”

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

陈力：“闸火”在实际生活中，就是

给渔民指引方向，让他们避免触礁，是

灯塔的意思。从艺术展现的角度，王

继才的精神也如同灯塔一样，能照亮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照亮属于我们内

心的那座岛。

电影中说，“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就不亏心”，电影里还说，“你守岛，我

守你”。当两个人信仰一致的时候，就

彼此相守，相守着对祖国的深情，对开

山岛的深情，对彼此的深情。

《中国电影报》：片中有很多片段

天气恶劣，真实还原了开山岛的生活

环境。这样的质感与效果是如何做到

的？

陈力：我们在福建平潭“还原”了

一座开山岛，拍戏过程中，海风最小也

有 5-6级，最大超过 10级。我记得第

一天开机的时候，就有9级风，没有任

何人说要下岛，要很多人一起扶着机

器才能拍摄。我们总说“用怎样怎样

的精神来拍电影”，像是一句口号，但

对于《守岛人》剧组来说，真的是用王

继才的精神支撑着，拍摄着。

包括我们所有的演员，刘烨、宫

哲、张一山，前期“下生活”之后，开拍

前半个月都来到岛上，在烈日下暴晒，

在暴风雨中摔打，特别是刘烨，有很多

反反复复奔跑的戏份，他为了照顾机

位拍摄，要精准量步子，数不清摔了多

少回。

这是我见到过最感性的一个片场，

所有人都沉浸在剧情里，很多场景拍摄

时在场的人都哭了，所有人都好像注入

了一种精神，在刮风下雨悬崖巨浪下，

就连晕船的同志也一次次地挑战自己

的身体极限，好像它不仅仅是一项工

作，而是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使命。我认

为，这个团队是能“打仗”的。

《中国电影报》：电影中，刘烨塑造

了一个执着守念、情感丰富的人物形

象，您如何评价他的表演？

陈力：很多观众看完后评论称，“王

仕花嫁给王继才，挺幸福的”，“我也想

找一个王继才一样的男人”。他们看电

影的时候，已经感觉不到演员的存在，

完全沉浸在刘烨塑造的角色里。

最开始拍摄时，刘烨化妆要两个

半小时，到后来只需要一个小时，他的

身上真的被蚊虫咬得“遍体鳞伤”，淤

血、疤痕都是真实存在的了。

包括侯勇生病的戏份，呈现出一

个人在弥留之际的状态，给了我很大

的惊喜，一定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去揣

摩，练习。还有宫哲，专门跑到多个妇

产医院了解生孩子的过程，感受那种

状态，作为一名女演员，她也到岛上暴

晒，拍戏也不化妆，做出了很大的牺

牲。当然还有让人尊敬的孙维民老

师，哪怕是一个背身，给其他演员搭一

个侧脸的戏，都亲自来演。全剧组的

“艺德”都非常棒，如果不是这样的团

队，我们根本不可能完成拍摄。

《中国电影报》：张一山已经与您

合作了《血战湘江》、《古田军号》两部

电影，在您的电影中，可以看到他的成

长。您认为，张一山最大的变化是怎

样的？

陈力：张一山是一个很有实力的

青年演员，也是《守岛人》第一个定下

来的演员，从《血战湘江》里的李天佑，

《古田军号》里的林彪，再到《守岛人》

中的小豆子，我看到他在表演上一点

点成熟，也看到他逐渐的成熟。

这次的角色，时间跨度 32 年，我

可以从张一山的眼神中看到岁月带给

他的变化。拍摄现场，他一直主动提

出要重拍，哪怕有一个字有了一点“京

腔儿”，他都会要求补拍。

作为一名90后演员，张一山确实

是年轻电影人的榜样，俯下身来、扎扎

实实塑造人物，带给所有人正能量，我

很佩服他这样的青年人。

◎“下生活”像“走亲戚”
“因这份质朴的情感，才有了32年的坚守”

◎蚊虫叮咬让化妆时间减半
“遇到这些演员，是我的幸运”

◎用真诚传递真挚情感
“主旋律电影要用真诚，架构起与青年人心中的桥梁”

陈力

宫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