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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岛人》美术师霍廷霄：

重建“守岛人”坚定栖居的
“开山岛”
■文/陈华 剧照摄影/张傅茵

在碧蓝大海的环抱下，梦山半

是，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太行山

岛笔直地伸向辽远的东海。半岛中

上》，尽显壁立千仞、崖高谷宽的雄

心有一座灯塔，那是一年多前，霍廷

浑景色。以太行山为主体的大线条

霄带领自己的美术团队为拍摄电影

远景，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交叉融

《守岛人》而搭建的。和梦山半岛变

合,给观众带来视觉和心灵的双重
震撼。

身开山岛同步，灯塔的搭建耗费了
100 多个日夜。拍摄结束，它又历

打破传统模式，并不意味着天

经了 100 多天的风吹浪打，依旧孤

《守岛人》市场反馈：

这不是影片的胜利，
这是真实的凯歌
■文/本报记者 李佳蕾

马行空，而是遵循美术师的心灵指
引 ，为 影 片 塑 造 人 物 提 供 视 觉 元

独而倔强地屹立着。再次到访的霍

素 。 2010 年 ，霍 廷 霄 加 入 了 电 影

廷霄望着灯塔，心头忽然激荡起诗

《唐山大地震》的拍摄。主人公李元

人一般的波澜。这种质量过硬的

妮和女儿方登再次重逢时，偶然出

“景”，在他的电影美术生涯中，搭建
左起：摄影师梁明、
导演陈力、
霍廷霄

过无数个，而这一座灯塔，在久别重
道别样的风景。
2019 年的秋天，霍廷霄接到八

一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陈力的邀

约，请他出任电影《守岛人》的美术

现的盛满西红柿的小铁盆儿，揭开
了母女间的创伤。这个装满西红柿

逢的一刻，幻化成他心灵深处的一
还要有弦外之音，有诗意的表达。

着《海燕之歌》；还有王继才穿的那

的小铁盆儿，达成了这对母女间的

守岛的日子越是艰苦，守岛人越是

件织了补丁的毛衣等等。与其说这

矛盾关系。愧疚与怨恨，忏悔与救

应该有明亮的生活态度。

些是道具、服装，不如说这就是“初

赎，催化着悲情的故事情节。由此

心”
，真实可见的“初心”。

可见，霍廷霄善于用细节来塑造人

王继才夫妇动手修缮营房、建

2021 年的中国银幕上，美术师

指导。此时的霍廷霄已经离开八一

设哨所，在岛上开荒，种菜、种树。

电影制片厂有 10 年的光景了，
“若

有台风呼啸，也有雪花漫天。有喧

霍廷霄参与制作的电影作品有多

构的电影空间里，每一处细节，每一

有战，召必回”，有过 20 年军龄的霍

嚣的白日里毒辣的太阳，也有静谧

部。电影《守岛人》之外，还有《柳

件道具都能成为叙事的语言。

廷霄带着他的 100 多人的团队如约

的夜晚那漫天的星光。王仕花种的

青》、
《长津湖》、
《革命者》、
《新红楼

而至。

蔬菜，王继才父亲带的泥鳅，三只一

梦》等。出任影片《柳青》的总监制，

影《白鹿原》中亲近过自己的西北老

点点长大的小狗……

霍廷霄是为了帮助自己的学生田波

家。浓烈的饱和的色彩、大全景的

导演完成他的电影梦。霍廷霄考虑

构图、长镜头为主的创作手法，完美

到 50 年代的关中地区的地貌特点，

诠释了农民与土地密不可分的关

“实在是太感人了”、
“ 哭到不敢多看一

的问题；其次，英模人物的一个共同特征就

遍”、
“看的不是电影，看的是人”、
“什么样的

都是为祖国、为人民无私奉献，英模人物影

理想信念能让看起来平凡朴素的中年夫妇，

片很容易走上类似的创作道路，这样就会产

活成了‘超级英雄’”……这些真挚、朴素的

生影片同质化的现象。如何区别于其他的

连云港市灌云县燕尾港镇开山岛，

情感表达均来自看完《守岛人》的观众们。

英模人物影片创作，能够在同类影片中脱颖

面积只有 0.013 平方公里，无法承担

是什么？就是除了演员的表演不

拍摄任务。霍廷霄和导演陈力以及

管，你在银幕上看到的任何一个细

《守岛人》的故事发生地江苏省

霍廷霄说过：
“电影美术的工作

物，揭示情感与人性主题。在他重

早在《柳青》之前，霍廷霄在电

影片自公映至今，购票平台的评分均在 9.2

而出也是创作者的一大难题。

摄影指导梁明，沿着浙江和福建的

节，包括道具、服装、化妆，包括所有

中，表现了作家柳青跟农民打成一

迄今，霍廷霄参与制作的影片

台也给予其 7.4 分的好成绩。

少不了的就是影片自身的质量高与观众好

沿海，寻遍了大小岛屿。最终，靠无

的外景和内景的布置，都是由美术

片的生活。影片力图在视觉造型上

口碑的传播。影片从编导演、摄录美、化服

人机航拍寻到了福建平潭的梦山半

师来完成的。”

追求真实朴素，厚重又不失诗意的

已有 26 部，四次获得金鸡奖最佳美

实故事改编，描绘了主人公从登岛初期的犹

道，到后期的音响、声音的处理都可圈可点，

岛。这里海水湛蓝、清澈，半岛有利

奢华玄幻的《英雄》如此，质朴

分及以上，向来以严苛著称的某电影评分平

《守岛人》根据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真

《守岛人》能够以现在的成绩走到这里，

豫彷徨，到救助落水青年、打击走私商贩以

很多场镜头都是在实打实的大风大浪中拍

于摄制组的队伍进出，面积也足够

无华的《守岛人》更是如此。王继才

及暴风雨中接生、战友临终送别、岛上家庭

摄的，真实感与细节感丰富饱满，让观众忍

宽敞，霍廷霄大喜过望。

春晚等故事情节，深刻展现王继才夫妇坚守

不住带入情绪与王继才一起守着开山岛。

开山岛 32 年的“守岛精神”。这些评价和评
分的答案或许藏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

在观众、影院经理、电影业内人士口中，
记者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 这个片子

奖最佳美术指导奖，并获美国艺术

神禾原，背景是大秦岭，云雾缭绕，

指导协会、美国影评人协会最佳艺

巍峨壮观，塬下是十里蛤蟆滩稻地，

术指导大奖等奖项。霍廷霄依旧谦

瓢盆齐全，才是个家的样子。最初

有田园风光的大气象。

逊，他说，喜欢这个行业，就会痴迷

易事。每天黄昏退潮时，工人才能

王继才上岛，宿舍里凌乱不堪。随

霍廷霄说：
“ 作为美术师，我愿

地钻。痴迷地钻，就肯定会获得好

往海里下桩子，赶在涨潮之前完成

着妻子王仕花的到来，灶台上有了

意尝试不同的题材，但是个人更喜

的回报。30 年过去了，每拿到一部

热气，窗台上摆上了小花，处处流动

欢的是厚重的电影。
”
在人生最好的

戏，霍廷霄依旧会随手画些草稿，

生活”中；藏在 180 多本日记、300 多面国旗、

一次施工。是潮起潮落的节奏。然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守岛人》最大的胜利就

后是疫情、台风等因素的干扰，节奏

是真人真事的胜利。王继才用无论狂风暴

被打乱了再重新调整，终于让梦山

雨还是风和日丽，每天都会出现的极为庄重

早上 9 点 50 分，在一个不大的影厅内，

术设计奖，两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

影像风格。柳青生活在秦岭脚下的

和王仕花冬天住的山洞，必须锅碗

很好看，看过的朋友们都说好看。”还有电影

“哭到我一包纸都不够用”

系，
并将之诗意化。

把梦山半岛重塑为开山岛并非

义情怀的关照下；藏在导演陈力说的“深入
11600 多天出勤里。

拍了一些水稻、麦子，在诗情画意

着女人的芬芳。到了 2018 年，屋子

时光与
“第五代”
导演相遇，
陈凯歌的

“把内心里最初的冲动画出来，磨那

里已经挂满了荣誉证书和各样的奖

《边走边唱》、
《霸王别姬》等等，让霍

半岛旧貌换新颜。霍廷霄和他的团

状。这一切细节，都和人物的成长、

廷霄的美术风格如鱼得水。之后何

霍廷霄考入北京电影学院之

地升旗仪式证明着他的身份——一名光荣

队完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真实岛屿

故事的发展密切相关。

平导演的《炮打双灯》，
给他带来中国

前，曾在西安美术学院附中学习了

的守卫国土的战士、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场景的搭建。与此同时，在福建平

陈力导演是霍廷霄很敬佩的一

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奖的荣誉。之

四年,留校教书两年。附中的校园

影片中所体现的大公无私、为民奉献的精神

潭影视城 5000 平方米的摄影大棚

位女导演，她对电影的无限热爱和

后再度与陈凯歌合作，影片《荆轲刺

位于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的兴

里，霍廷霄还特意搭建了王继才的

执着追求，时刻打动着霍廷霄。影

秦王》更是荣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美

国寺内,青山环抱,古木扶疏。六年

么几笔，
就会有创作的感悟。
”

观众们聚精会神地盯着面前的大银幕。电

已经在影片过硬的质量上得到了最大化的

影播放的 125 分钟内，会时不时有零星的啜

呈现，
“好看”两个字不仅是对影片创作者的

宿舍、礼堂以及山洞等内景，完全和

片拍摄中，陈力导演追求绝对的“精

术贡献奖。如此这般,电影美术师霍

里霍廷霄几乎把兴国寺和方圆数里

认同，更是对王继才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梦山半岛上的那一套一模一样，主

准”，这让在艺术上同样追求完美的

廷霄的名字日渐响亮。2001 年,霍廷

的村庄、田野和塬头画了个遍,写生

要用于在极度恶劣的天气情况下拍

霍廷霄，
有了更大的动力和自觉。

霄出任影片《英雄》的美术师,与张艺

成为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这

泣声。电影结束灯光亮起后，有观众为其鼓
掌，有观众久久沉浸在电影中半天不愿离

身上所具备的精神感到钦佩。

开，有观众悄悄侧身擦掉眼角的泪。
王继才守的那座岛叫开山岛。这座岛
仅有面积仅 0.013 平方公里，没有电力资源、
淡水食物、树木泥土，但岛上多的是像“白

鹿”一样猛烈的台风，自然环境极为恶劣。

谋导演并肩作战，
从《英雄》、
《十面埋

六年，他深深地爱上了美术，而电影

32 年，置景和道具的做旧，是一项

伏》直到《满城尽带黄金甲》。

学院的四年，将这种爱延伸到一个

极其细致和繁琐的任务，光美工部

敢于打破传统模式，是霍廷霄

门加工制造的道具就有上千件。这

多年坚持的创作原则。在八一电影

遨游了整整 30 年，有过多部重磅影

每一件道具，都在诉说一种人生。

制片厂的影片《太行山上》的创作

摄内景戏。这一切，为的是确保《守

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

岛人》既能真实还原人物所处的环
境，
又能如期完成拍摄。

电影界的专家学者从多角度评析《守岛
人》，都给予了这部诚意之作很高的评价。

作为一名在电影美术的世界里

《守岛人》的故事时间跨度长达

更广阔的艺术世界。
这个世界确实有太多的诱惑，
霍廷霄 40 多岁的时候曾有机会改

“影片刚开始看到那么大的台风，当时心都

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原八一

片出手的电影美术师，霍廷霄深知，

比如王继才为警告船只经常敲打的

中，他提出把那种一开作战会议，就

是揪着的，感觉那么大的风、那么高的浪随

电影制片厂厂长明振江认为，用电影的形

一部电影仅有真实显然是不够的，

铁盆，锈迹斑斑，底上还有几个漏

是一群人围着桌子烟雾缭绕,改为

如今，望着“开山岛”上这座他亲手

便就把人给刮倒了、卷走了。后面又看到黑

式弘扬时代楷模、树立先进典型，是必不可

美术设计不仅要服务于剧情发展，

洞；比如那本发黄的小册子，封面写

让人物走在大山之间挥放情感。于

打造的塔台，回想起《守岛人》中王

夜中王继才身上全是蚊虫叮咬的包、拍死蚊

少的，但英模人物的事迹拍成文艺作品往

继才的那句话：
“一个人一辈子做好

虫的血觉得条件是真的苦。王继才的妻子

往容易“概念化”。
《守岛人》实现了英模人

一 件 事 就 不 亏 心 ，不 亏 心 就 没 白

来和他一起守岛的时候，我看两人身上都有

物影片的突破与发展，把道德层面的表彰

活。”霍廷霄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

蚊虫叮咬的包，但两个人都已经习以为常的

转化为艺术层面的再现，内化于心、外化于

择，
最初的梦想，始终的骄傲。

时候，说不出那是什么感觉。应该就是影片

情。影片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

中小豆子说的‘我很尊敬您，但我无法成为

观照生活，对典型人物和生活状态、精神状

了绥德县城,拜一位张姓的电影院

您’那种感受。”坐到片尾播放结束的观众感

态进行了平实、真实的艺术再造，通过描写

美工师为师。徒弟和师父同吃同

慨地说。

行做导演，但他没有去走这条路。

11 岁那年,霍廷霄被父母送到

守岛人来描绘、探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为

住,以电影院为家。有些夜晚，霍廷

“这部电影实在是太好哭了，我还是提

英模人物电影创作开拓了一条新路径，是

霄画画的时候，电影院在放电影。

前准备了一包纸，但是怎么都不够用。”一位

一部接地气、聚人气、有朝气、弘正气的优

透过宿舍的窗子,就能瞥见那块诱

观众红着眼眶告诉记者，
“ 我看到刘烨饰演

秀作品。

人的银幕上变幻出的神异的人物和

的王继才坐在公交车上，睡得特别的沉，头

风景。这样的夜晚对霍廷霄来说是

中国电影资料馆副研究员李镇表示，

最难熬的。诱惑近在咫尺,他却不

一下下地撞着车玻璃，他的大女儿就在公交

《守岛人》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来说，比如说摄

车最后一排哭着看着他。当时我就觉得特

影、录音、美术、化妆以及表演几乎都是完美

别感慨，好像看到了现实中我和爸爸的样

的，细节丰富，很多场景非常震撼。这部电

上天一定是看见了这一幕。日

子，我还没反应过来眼泪就出来了，哭得口

影虽然讲的是小人物小故事，但它表现的是

后,给了这少年无数次亲近电影的

罩都湿透了。”

大主题大情怀。王继才曾经说过：
“ 守岛就

机会。虽是隐身在银幕之后,却是

是守家，国安才能家安。”他所有的付出，实

真正的拨云见日的英雄。栖身于

际上都是因为他有一种家国情怀，他相信他

此，
诗意于此。

口碑，
让这部影片很
“稳”

能回眸。

（作者单位：陈华 解放军文化

的个人幸福、家庭幸福和国家的安全是联系
《守岛人》对比同档期竞技的影片来说，
排片率和上座率都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影
片“守”住了自己的一方天地。

艺术中心影视部创作室、张傅茵 解

在一起的。

放军文化艺术中心影视部生产室）

《守岛人》没有太多的炫目特效，没有复
杂的剧情故事线，没有大量的流量明星，影

浙江星光院线经理富海芳强调，
《守岛

片用一种简单、直白、朴素、娓娓道来的方式

人》的排片率与上座率已经很不错了，一直

阐明了一种现实主义美感。这种美感来自

很稳，没有下跌。一般影片在上映三天过

一夜暴风雨中的抗争、一场岛上的春节联欢

后，排片率和上座率都会开始向下走。
《守岛

晚会、一幕父亲看到女儿在海鲜市场打工的

人》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却拍出了不简单，

场景等细节的力量，现实主义的美感由内而

纪实、英模人物、主旋律这几个关键词能够

外、由细节到情感、由人物到观众。正如影

《守岛人》全国路演与观众一起见证生命奇迹

拍出这样真实、感人的影片实在是难能可

片导演陈力所说：
“ 别去喊口号，也别去搞

本报讯 以“人民楷模”王继才

完整呈现在观众面前。守岛精神，

忆，已经很少有电影能做到过这一

才上岛坚守。侯勇（饰 王长杰）表

贵。影片正是依靠自身的质量与口碑的支

‘高大上’，王继才夫妇就是普通的人，千万

为原型创作的现实题材影片《守岛

也照耀着更多在平凡岗位上奋斗的

点了，这是一部值得尊重的作品，展

示，
《守岛人》是一部有奇妙化学反

人》，近日全国路演活动持续进行

英雄。

示了一种值得钦佩的“守岛精神”
。

应、能让人“感同身受”的电影，自己

撑，相对来说排片率和上座率还比较“坚
挺”。

别拔高，而是要交给观众一份真诚。
”
随着《守岛人》的上映，马上又将迎来庆

中。导演陈力，主演宫哲、侯勇、张

上映十天，
《守岛人》收获票房 5000 多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两部重点献礼

一山、陈创，作曲居文沛等主创，分

影片《革命者》和《1921》的上映，两部影片都

《天渠》、
《吕建江》、
《秀美人生》等影片均是

将选择在 7 月 1 日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

人》获得的票房收入虽不说一骑绝尘，但也

票房上超过《守岛人》，主要因为这两部影片

《守岛人》还原王继才、王仕花

是数一数二的好成绩。英模人物电影的创

在前期的市场宣传工作上做得更为充分。

万元。对比同类型英模人物影片来说，如

根据真人真事的英模人物改编改成，
《守岛

映。李镇保守估计，
《革命者》和《1921》会在

观影活动中，有邮政员工一边

路演活动中，各位主创分享了

观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感觉就像是

拭泪一边深情表示，影片让“坚守”

众多幕后故事与内心感悟。导演陈

“有一种东西重重埋在心里”，这种

别赶往南京、福州、厦门、长沙等城

这个词真正融入到自己内心，这种

力透露，为了拍摄好这部电影，所有

东西厚重、坚实，令人获得力量。陈

市，与影迷们亲切互动，并分享诸多

坚守是一份初心，也是一种力量，自

主演在前期都跟自己“下生活”，去

创（饰 船老大）在现场演唱一句京

幕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己观看电影的过程，同时也是寻回

开山岛体验“守岛人”真实的生存环

剧“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专拣

这种初心和力量的过程。有海洋工

境和生活状况，大家一起在岛上经

重担挑在肩”，以之表达自己对《守

夫妇坚守开山岛并与岛上恶劣自然

作者坦言，自己常年在海上工作，深

历暴晒和狂风暴雨，只因一份要将

岛人》影片的认知。张一山（饰 小

知环境的艰苦，王继才做到了 32 年

电影制作成为精品的执着匠心。

豆子）坦言，自己在出演这部电影过

在海岛上坚守，这种精神将激励自

宫哲（饰 王仕花）感叹，每次观

作难度颇高，首先，英模人物的主要事迹会

富海芳从影片预热的角度分析，
《革命

环境抗争的经历，通过主角登岛初

有详细的新闻报道或者报告会，观众很有可

者》和《1921》的预热做得都很不错，各地的

期的犹豫彷徨，到勇救落水青年、打

能已经充分了解了英模人物的生平事迹，影

影展活动以及电影党课都以它们为主，总体

击走私商贩以及暴风雨中接生、战

己克服困难。也有海军退伍军人表

看自己的这部电影，都会有一些不

电影《守岛人》由八一厂、江苏

片如何艺术化地呈现，使其超越生活、超越

上这两部影片应该能够创近两三年的主旋

友临终送别、岛上家庭春晚等情节，

示，从建筑到人物肤色，影片对于时

同的体会，但也有不变的感受——

幸福蓝海影业、河北广电、福建电影

现实、深入人心，这是创作者需要多方考虑

律影片的高潮。

将“守岛精神”的源起、内容和意义

代与环境的展示都很符合自己的记

如果自己是王仕花，也会跟随王继

制片厂、华夏联合出品。 （杜思梦）

程中有荣幸、有开心，
也有艰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