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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林琳

专访《1921》联合导演郑大圣：

电影好看，观众跟随，才有延伸意义的可能揭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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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主演黄轩：

尽可能表达出李达的心境和愿望

第二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由上

海市委宣传部指导拍摄，黄建新监制兼导

演、郑大圣联合导演，黄轩、倪妮、王仁君等

主演的电影《1921》作为开幕影片在金爵盛

典上亮相。

该片讲述了首批中国共产党人，在风

雨如磐的日子中担起救亡图存重任，让中

国革命前途焕然一新的故事。在黄建新看

来，《1921》是以人物为中心构建出来的，这

也是该片和其他类似题材影片最大的不

同。而片中所塑造的那群为了国家和民族

未来而奋斗牺牲的年轻人，也印证了那句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们

的精神和当代年轻人不断追求美好生活的

愿望相契合。片中饰演毛泽东的演员王仁

君表示，把伟人的精神传递给当代青年人，

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展现伟人不为人知的一面

《中国电影报》：此次拍摄《1921》，您有

什么感受？

黄建新：对我来讲，每拍摄这类的影片

就是对近代史、对中国历史的一次学习过

程。在《1921》的筹备过程中，我们看到了

更多关于那个时期的资料，所以相比当年

拍摄的《建党伟业》，《1921》中体现了更多

人物的不同侧面。比如《1921》中的毛泽东

形象和以往就有很多不同之处。在这部影

片中，毛泽东不仅风趣，而且也非常感性，

体现了他诗人的特质。

影片中有一场毛泽东从上海法租界跑

到外滩的戏。设计这场戏是基于毛泽东爱

好跑步，但更是为了体现他当时的内心世

界。在塑造这些形象时，除了体现出他们

的伟大，我们也一直在找寻他们贴近普通

人、接地气的一面。当时，他们都是一群有

着伟大理想，想要改变中国的年轻人，这些

年轻人怀揣着对国家未来美好的想象和改

变旧中国的历史责任。毛主席的那句“为

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形容的正

是影片中这群年轻人。

《中国电影报》：这些年新主流大片非

常受到市场欢迎，您拍了不少这类影视作

品，从主演的角度来说，您如何看待新主流

大片受到当下观众的喜爱这一现象？

王仁君：拍摄这样的主旋律影片对于

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次深入了解历史

并且从中受到启发的过程。在拍摄期间，

我们会接触到很多的史料、文献，包括珍贵

的书信文稿，更近距离地了解了那段历史，

知道了我们到底从哪里来，未来的目标是

什么。在拍摄过程中，主创人员被影片中

这些当时年轻人的坚持、热血，以及捍卫真

理的精神所触动。我们也希望通过自己的

演绎，把这种情感传递给现在的观众尤其

是年轻观众。让他们知道我们现在幸福生

活来之不易，我们的未来应该朝着什么方

向去前进，这个对我们文艺工作者来说也

是责任和义务。

片中的年轻人和当下青年

跨时空对话

《中国电影报》：之前的《建党伟业》、

《建军大业》等影片也都讲述了先辈们年轻

时的事迹和风采，《1921》同样聚焦党的早期

领导人年轻时的风采，在表现手法上这部

影片有什么不同之处？《1921》中体现的当时

青年人的风貌和当下年轻观众如何契合？

黄建新：和《建国大业》、《建党伟业》

等 影 片 聚 焦 一 段 时 期 的 历 史 不 同 ，

《1921》主要讲述发生在 1921 年前后的事

情。我们聚焦在 1921 年，聚焦在上海，

要讲清楚这一年上海发生了什么，中共

“一大”是如何筹备的，参会人员如何抵

达上海，期间又发生了哪些事。还要讲

清楚他们给上海带来各自不同地方的精

神，他们是如何碰撞出了中国共产党第

一个纲领。在讲述这一系列历史事件过

程中，影片还体现了他们的个人魅力，他

们的活力和精神就是中国的未来。有了

这样的创作思路，所有历史人物都变得

非常具象。可以说，《1921》中的 1921 年

是以人物为中心构建出来的，这是和《建

党伟业》最大的不同。

在 1921 年，党的早期领导人不过是一

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不断追问我的

价值在哪里，一个国家的价值在哪里，一个

民族的价值在哪里，自己和中国的未来又

在哪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改变国家

现状，让新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

认为这和当代人追求美好生活是契合的。

《中国电影报》：您之前也扮演过毛泽

东。这次饰演有怎样不同的体验以及又做

了哪些准备？

王仁君：《1921》里面的毛泽东更加年

轻，他当时只有 28岁，更加热血青春，浑身

带着一股拼劲的感觉。此外，我们还试图

呈现了一些毛主席当时的情感、精神世

界。对我而言，在创作中呈现他的个人情

感非常具有挑战。

黄导给了我很多启发，对我也有很多

要求。我认为伟人也有平凡人的生活，也

有细腻、温柔的情感表达，我们演员之间会

不断地研磨，不断寻找那种感觉。

本土故事，国际视角

《中国电影报》：《1921》讲述的是一个本

土化的故事，但影片也兼具国际视角，关于

这点您是如何构思的？

黄建新：俄国的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列

主义，中国近代禁锢的思想也就此发生了

巨大的改变。因此影片虽然讲的是中国人

的革命，但也和国际形势有着紧密的联

系。影片中的李汉俊、李达等人大多精通

英语、法语、日语等多国语言。1921年的上

海被各国租界瓜分，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

构成多元文化的碰撞，因此影片也必须建

立在国际视角基础之上。

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情

况下，拍摄过程中我们依旧从日本、英国、

美国请来了几名优秀演员来饰演片中的外

籍角色，在隔离之后参与到我们的拍摄中，

而没有选择使用非职业演员，为的就是让

整部影片每一个制作环节都精益求精，不

会因为某一处的不到位让观众出戏。

《中国电影报》：能否分享一下创作这

部电影中最大的困难或者挑战，又是怎样

克服的？

黄建新：拍摄《1921》的一大难点就是

真实还原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上海。很多20
年代的上海建筑现在已经没有了，很多重

要的标志性建筑虽然保护得很好，但已经

无法连成片。所以我们需要利用三维搭建

一个20年代的上海滩。为了具备真实的质

感，我们在很多细节上下了大力气。例如

横店拍摄基地的上海实景有很多霓虹灯，

但那是 30年代上海的样子，因此我们为了

完成视觉感受并尊重史实，安装了上万个

灯泡，到了晚上，一个灯泡接一个灯泡亮起

来，整条街都是，这才是20年代上海滩的样

子。

影片中有一场周恩来在法国国庆日街

头发传单的戏。这场戏本来计划去法国拍

摄，但当时由于疫情剧组无法去法国，只能

在国内拍摄。外滩只有一座法式建筑，其

他都是英式建筑，最后我们在上海有关政

府部门的帮助下完成了拍摄。有的场景还

需要很多群众演员，也是因为疫情，当时在

上海的法国人数量很少，于是我们调集了

上海和周边城市的百余名法国人来帮助拍

摄。此外，剧组还搭建了很多 1:1 的实景。

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影片中每一个

细节更到位。

5月13日，电影《1921》在北京大

学举办杀青后首场落地活动。在极

具青春朝气的大学校园里，导演黄建

新、郑大圣同北大学子交流了100年

前中国最具先进思想和激越情感的

青年人的故事。郑大圣说，《1921》是
一部重大历史题材电影，也是一部拍

给今天的青年人看的电影。

郑大圣是上海人，与很多上海

小学生一样，记忆中他曾无数次到

一大会址参观。听他讲《1921》的创

作过程，就像跟着一位老师傅，在百

年党史和百年电影史交织的上海街

巷中穿行。

一大会址

——树德里16号

时间回到 2019 年秋天，郑大圣

应导演黄建新的邀约加入电影

《1921》的创作，黄建新和郑大圣有师

生之谊，用上海的眼光拍上海，郑大

圣称“这是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

彼时剧本还在进行中，之后又

经历了无数次的修改调整，“那是一

种锱铢必较的修订，历史事件的选

择、人物的精神特质、语言动作的拿

捏……”郑大圣说。

为了准确的还原历史，剧组1：1
重建了一大会址、二大会址、博文女

校、《新青年》编辑部、外国语学校等上

海老建筑，在郑大圣看来，对史实细节

的精益求精是还原历史现场的前提。

中共一大会址原楼建于民国九

年（1920 年）夏秋间，属贝勒路树德

里（今黄陂南路374弄）一部分，是上

海典型石库门式样建筑，外墙青红

砖交错，镶嵌白色粉线，门楣有矾红

色雕花，黑漆大门上配有铜环，门框

围以米黄色石条，门楣上部有拱形

堆塑花饰……1921 年 7 月 23 日至 7
月 30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曾在这里举行。

“黄建新导演在片场反复重申，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所以为了尽

可能去再现和还原历史‘现场’，我

们一寸一寸地用尺子量，复刻搭建

了包括各种历史原址的石库门建筑

群落，甚至连后弄堂‘弹硌路’的石

砖都是手工铺就，从而实现自然的

错落起伏。”郑大圣说。

郑大圣特别提及了片中略小一

号的砖。“美术置景真材实料，特别

调用了一批有成色的老砖做墙面。”

郑大圣说，“一大原址 1920年落成，

到 1921年不新不旧，成色的拿捏很

微妙，一样的清水灰砖石库门、红色

腰线，但是要考虑 1920年代的烧窑

工艺，砖比后来略小一号，我们也专

门按照当时的比例制砖。”

墙砖的尺寸因为烧窑工艺偏小

这样的细节还原，在大银幕上有多

大程度的呈现？观众是否能注意

到？面对记者的追问，郑大圣直言

在细节上用工的点点滴滴都会给观

众一种整体感知，“这种不同是必须

做的，我不认为观众一定要去辨认，

更不会引导辨认，我更希望观众看

戏，这是艺术上的要求，不一定辨认

但一定有感觉。”

公共道路

——萨坡赛路（淡水路）

历史没有偶然，这也是《1921》作
为一部历史题材作品最吸引郑大圣

的地方。从淡水路上擒获的携手雷

者，日本警视厅的电文，到忽然闯入

一大会场的法租界巡捕，郑大圣这样

总结他不断接近历史现场后的感触。

1921 年 6 月底的一周，中央巡

捕房的便衣巡捕在公共道路萨坡赛

路（今淡水路）上例行巡逻时，拦下

两个操北方口音、形迹可疑的人，接

着从他们身上搜出两颗手雷。带回

巡捕房后两人交代北京政府许诺，

如能将这两颗手雷扔到共产党开会

的地方，就给他们一万大洋。

通过日本协拍制片，剧组在日

本警视厅查到了当年从上海发回的

一封电文，郑大圣向记者一字一句

地复述了完整电文：

大正十年（1921）6 月 29 日，上

海密探发回总部亚细亚局第一课，

编号995号，题目支那共产党同党大

会召开，次日（6月 30日）贝勒路，代

表来源地，上海、北京、武昌、长沙、

济南、广州……

“这封电报，有日期、有路名，有

代表所在城市，太精准了！基本都

提到了，看到这封电报我背后发凉，

6月29日说明天开会，实际是7月23
日开会，其实最早筹备是 6 月底开

会，但因为路途远近不同，广州代表

7月22日才到沪。”郑大圣说。

据介绍，共产国际代表来沪途

中，整个越洋航程被跟踪监控，来自

东京的密探已经在上海布控，旅日

共产党组织中国留学生也早就在警

视厅的监视中，北洋军阀试图破坏

开会……所有这些历史细节，给了

《1921》展开艺术想象的空间。

来自国内外的危险和压力，有

实实在在的史料支持，为《1921》的

类型化叙事提供了扎实的材料和基

础，并最终形成了三条平行推进的

线索：欧洲反共势力对国际代表马

林和尼克尔斯基的监视；日本警方

对来沪日本共产党员的追踪；国内

来自五湖四海、背景迥异的代表汇

聚上海参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

社联所在地

——树德里104号

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一个“穿

灰布长衫”的不速之客从弄堂进来

直接推后门闯入会场，他借口寻找

社联的王主席，一番打量后匆忙离

去。会议随即终止、代表转移。

“一大开会在树德里 106号，隔

壁的 104号当时有个注册的组织叫

社会各界联合会，简称社联。”郑大

圣说，当时上海的路灯没普及，路灯

沿街在前门，后巷弄堂晚上很暗。

“我们小时候都有这样的经验，空间

狭小，弄堂里桌子、柜子环绕，陌生

人不熟悉发生碰撞或是敲错一个门

是很正常的事情。”

100 年前上海夜晚后巷的一次

突然闯入，《1921》做了怎样的还原

和拿捏？

“密探进门后的动作，目光的轨

迹，知不知情……”这些都是创作要

考虑的，郑大圣还补充了当时社会团

体的注册情况：法租界巡捕房8月将

实行新规，所有注册登记的社会政治

团体、5人以上要先向巡捕房报备，因

此需要预先要向登记在案的社会团

体通知，这也是密探敲门的来历。

“拍这场戏的时候，黄建新导演

一直在琢磨，如何用镜头的方位、角

度诠释这电光火石的一眼，表演细

化到进门后先看谁？谁先看到

谁？……”郑大圣说。

《1921》规划的拍摄周期是 90
天，实际拍摄周期也是 90天。虽然

涉及百余名演员的复杂调度，多个

场景档期的协调，但是整个拍摄过

程非常顺利。

“这部电影只能在盛夏拍，黄建

新导演太有经验了，不徐不疾，剧组

保持一种很健康的节奏工作，这是

老师傅，只有老师傅才做得到！”郑

大圣说。

上海英美烟厂

1921年7月，英美烟厂老厂因反

对洋监工克扣工资和殴辱，机车间一

百多名工人于 20 日举行罢工。此

时，中共一大正在上海召开，得知英

美烟厂罢工消息后，上海发起组立即

派共产党员李启汉前往领导。经过

三周不懈斗争，厂方接受了罢工工人

提出的七项条件，罢工取得胜利。

烟草大罢工作为《1921》中最具

声势的大场面群戏，核心要义是拍

出罢工工人的“精气神”！这场千人

群戏，单单一个镜头剧组就整整拍

了一天，“拍戏要拍好多条，每一条

都要饱满，有一个人欠一点都没法

用。”郑大圣说，“上午开拍一会儿演

员就嗓子哑了，这是真实的生理迸

发，不能有技巧，一偷巧就假了。”

李达、王会悟家后弄堂

1920 年夏，李达在陈独秀的带

领及邀请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发起

组，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正是在转移会

场的关键时刻，提出到嘉兴南湖继续

召开会议的建议人。毛泽东主席曾

盛赞夫妇俩：“你们是真正的人。”

《1921》中有一场毛泽东到李达

家吃饭的戏，黄建新、郑大圣两位导

演充分沟通之后，决定将这场吃饭

的戏安排在李达家的后弄堂。

在郑大圣看来，再现100年前远

东大都市的人情世态是一件又挑战

有充满乐趣的功课。上海的 7、8月

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寻常的弄

堂人家生活起居更多发生在后弄

堂，将这场戏安排在李达家的后弄

堂，既生动又能准确地传达知识分

子朴素、至交的人物关系。

由黄建新、郑大圣执导，黄轩、

倪妮、王仁君等主演的电影《1921》
于6月25日开启点映。黄轩在影片

中饰演李达，为了演活这位历史人

物，他在开拍前翻阅了能够找到的

所有资料，希望尽可能凭借着自己

的理解和想象，在大银幕上表达出

李达内心的处境和愿望。

收到剧组“大礼包”

早在《1921》开拍前几个月，黄

轩就收到了剧组准备的“大礼包”，

里面不仅有关于一大会议的党史资

料，更有为黄轩订制的关于李达的

详细资料。“里面有关于李达的能够

找到的所有资料，还有一些很早以

前出版的书籍。我认真研读以后又

和导演反复沟通。”

在黄轩看来，现代人们的生活处

境和李达的生活处境肯定是不同的，

他希望尽可能凭借这些资料和自己

的联想接近李达那个时代的状态，找

到人物应该有的内心处境和愿望。

《1921》所讲述的这段历史在以往

的影视作品中并不少见，但像《1921》
这样，完全以李达的视角来展现这段

波澜壮阔的历史，其实并不多见。

对于黄轩而言，这反而给了他

更多的发挥空间。“之前没有太多人

塑造过这个角色，至少是没有这么

完整地塑造过李达这个人物，我在

塑造时相对压力会小很多。因为观

众也是第一次这么完整地看到李

达，我在塑造时也可以加入更多自

己对这个人物的理解。”黄轩说，相

反，如果李达这个人物之前已经有

很多演员塑造过了，想让观众接受

一个全新的李达会更加困难。

艰难找到人物性格

在开拍前，导演黄建新反复和

演员们强调：“虽然你们饰演的都是

伟人，但千万不能先入为主地把人

物完全崇高化，在那个年代，这些历

史人物都是有血有肉、有激情同时

也有不足的青年人。”摆在黄轩等演

员面前的，是如何寻找到这些人物

的性格特点和当时情感状态。

“我们就从人物的传记里寻找他

们性格中的蛛丝马迹，然后把这些细

节提炼出来，加以联想和想象揉到人

物中，揉到人物关系里。”黄轩说，历

史记载，李达是一个比较直率、理想

化的人物。“李达非常感性，同时有为

中国传播新的思想巨大动力。”

正是对李达性格的理解，在影

片中，观众可以看到黄轩所演的李

达时而为抵制日货冲到最前面，时

而又多愁善感。“有时候李达会无奈

和伤感，为国家的未来感到担忧。”

黄轩说，他自己也是一个非常

理想化的人，对于自己想改变和表

达东西有着一份执着和迫切感。“虽

然我和李达生活的时代不同，遇到

的环境不同，要做的事情也不一样，

但是那种情绪和内心的动机我是能

理解的，找到完全相同的地方是不

可能的，但是能找到相似的地方，再

去加以联想和放大。”

和倪妮在天台上即兴表演

影片中有这样一场戏：李达和

共产国际代表的谈话并没有达到他

的预期效果，因此回到家中的他非

常苦闷，独自来到天台上抽烟。此

时饰演李达妻子的倪妮到天台上为

李达送了一碗汤圆。“演这场戏时我

和倪妮都很激动，在说完剧本上的

台词后，我俩的内心都很无奈和伤

感，我自己说着说着突然之间情感

就上来了，我一转脸看到倪妮已经

也是感动得一塌糊涂，她在抖，她抓

着我的手在抖。所以我即兴和倪妮

说‘我给你唱首歌吧’，于是我俩就

哼唱起国际歌。”与此同时，倪妮当

时的情感表达和细微的动作也是即

兴且真实的，黄轩说这场戏能够完

成，是两个人共同的努力。

更加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

近些年，黄轩在影视作品中饰

演了不少历史人物和英模。从演员

的角度而言，黄轩认为，无论演什么

样的角色，最终演的还是活生生的

人，要体现的是人物性格和人物关

系。如果要说哪里不同，也只是所

讲述的故事不同而已。

对于《1921》，黄轩希望能通过

这部电影让观众更多地了解那段历

史，从而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

活。“拍摄时，站在片场，看到普通的

老百姓被欺压、辱骂、殴打，虽然知

道是在演戏，但已经让演员们的内

心非常难受。”黄轩说，当身处一个

被列强分割的上海，看到外国人在

租界里放烟花、喝酒、办晚会，中国

人在自己的国家却没有任何主权，

这种感受真的是一言难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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