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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1年中国电影博物馆

国际电影展映第二期即将来袭。“南

斯拉夫时代塞尔维亚电影展”作为

本次系列影展的第二站，将于 9月 7
日至 9月 12日惊喜呈现。届时将为

广大影迷朋友放映《三故事》、《回

归》、《姑娘》、《当爱已成往事》以及

《雨滴，水，士兵》五部值得反复回味

的南斯拉夫时期经典影片。

《三故事》顾名思义，由三个故

事组成，彼此相互关联，围绕主人公

米洛斯讲述了二战时期极致的人

性、救赎与宽恕。本片是南斯拉夫

“黑浪潮”代表人物亚历山大·彼得

洛维奇的杰作，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提名，有着近乎纯电影的美妙。《回

归》是南斯拉夫“黑浪潮”代表人物

日沃因·帕夫洛维奇的长片处女作，

讲述外号“阿尔·卡彭”的前黑帮分

子入狱六年后回归社会，意外卷入

警察的围捕行动而被击毙的故事。

《雨滴，水，士兵》是“贝尔格莱德”电

影俱乐部成员合作完成的三段式电

影，场景均在封闭空间里完成，颇有

欧·亨利短篇小说的味道，影片在声

画结构上相当有想法，不仅多次使

用了声画分立的手法，而且还用到

了“评论性的音乐”。《姑娘》是一个

充满诗意的战时故事，讲述了一个

年轻游击队员和一个乡村女孩之间

的爱情。《当爱已成往事》风格细腻，

依托于结构式的投影、絮语和内心

独白，导演佩特罗维奇在距离观众

认知极限较远的位置上进行普通叙

事中的形式实验，使之与众不同。

2021年中国电影博物馆国际电

影展映由中国电影博物馆主办，北

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任公司、首都

之星艺术影厅联盟承办，北京和观

映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承星影

业、影和广告协办。观众朋友们可

通过关注“中国电影博物馆”或“首

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公众号，及时

了解更多的影展资讯。

（木夕）

本报讯 贾樟柯导演最新作品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近日发布定

档预告片，正式宣布将于 9 月 19
日全国上映。预告片中，贾平凹、

余华、梁鸿分别以不同的作家视

角，细腻讲述个人生活记忆，唤起

观众的深层情感。影片聚焦社会

变迁中的中国当代文学名家，以

他们敞开心扉的分享与个人回忆

为情感索引，进入国人的精神世

界，并展现出过去 70 余年的中国

社会变迁。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以出生

于上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和 70 年

代的三位作家贾平凹、余华和梁

鸿作为叙述者，他们与已故作家

马烽之女段惠芳一起，重新注视

社会变迁中的个人与家庭，展现

了 1949 年以来的“中国往事”。

预告片中，贾平凹谈及自己

“终生的快乐与终生的痛苦”，梁

鸿回忆亲人的艰难生活，余华则

分享了自己小时候在海里游泳的

经历，从而引出片名“一直游到海

水变蓝”。几位作家慷慨分享自

己的私密情感故事，唤起观众的

深层情感。

“我一直想拍一部电影能够

把中国人的心事讲出来，我希望

能够通过四代作家的接力表达，

来谈一谈几代中国人的心事。”导

演贾樟柯透露，“四位作家的私人

记忆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就好像

一个情感的索引，我们可以沿着

这条线索，最终游进去的是我们

每个人自己的情感大海。”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由山西

西河星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华

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电影制片厂、山西影视（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北京华信麒麟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北京无限自在文

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华谊兄弟

电影有限公司出品，十点（天津）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厦门大家影

业有限公司、爱奇艺影业（北京）

有限公司、阿里巴巴影业（北京）

有限公司、阿那亚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联合出品。 （影子）

“创作三万字的剧本

寻找了三百万字的资料”

鲁坚是影片《布德之路》的导演，

也是编剧，这是他首次尝试西藏题

材影片的创作。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鲁坚提到最多的词是“使命”。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中宣部电

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听到有机会能

参与拍摄制作一部关于西藏历史发

展的红色题材影片，“当时我一听到

‘西藏’两个字，就决定不管是怎样

的条件都要接下来，后来来到西藏

实地考察，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油

然而生，感觉自己责任重大，一定要

尽全力做好这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

党 100 周年和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

的献礼片。”

为还原旧西藏，他做了大量的前

期准备工作，不仅查找了大量西藏

历史资料，翻阅了相关历史人物回

忆录，还直接采访了那些在西藏经

历跨越千年巨变的历史见证者，做

了大量的案头准备工作。鲁坚笑

言：“创作三万字的剧本要寻找了三

百万字的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鲁坚在讲述布德

成为英雄的故事的同时，还特意增

加了少年布德作为一名农奴的悲惨

生活的描述，希望能通过布德一生

来体现西藏的发展之路，“布德之路

也是西藏发展之路的缩影”。

原汁原味展现“西藏气质”

为了更原汁原味地展现影片的

“西藏气质”，鲁坚在取景地和影片配

音上都进行了专门的安排。

鲁坚将电影的取景地定在了那曲

市巴青县和山南市，其中三分之二的

取景都在布德的家乡巴青县。

自2020年7月28日影片开机开始,
在近两个月的拍摄过程中，从藏北高原

的那曲拍到藏南的雅鲁藏布江，纵跨万

里采景，剧组人员披星戴月，转场六七

次，累计行程数万公里。“这可能是拍摄

西藏的电影里场景最多的一个，我们拍

摄的平均海拔超过 4000 米，走进电影

院观看《布德之路》的观众们一定能在

大银幕上充分感受到西藏的壮美，得到

一个不同寻常的观影体验。”

影片采用藏语拍摄。据鲁坚介

绍，西藏各地区之间语音语调并不统

一，方言差异较大，而演员也来自藏族

的不同地区，所以影片在拍摄时并没

有对语言进行统一，但在后期制作时，

导演选择了用布德家乡巴青县的方言

进行配音，“拍摄过程中，我们发现拉

萨和巴青的方言有些差异，拉萨的方

言可能使用的地区会更广一些，但布

德是巴青人，为了保证影片的原汁原

味，在后期制作中，我还是选择用巴青

方言进行了统一配音。”

“我为我们剧组拥有的

这班好演员感到骄傲”

2021 年 9 月 3 日，在影片的首映

式上，鲁坚为现场观众一一介绍了

从西藏远道而来的影片主创，“我为

我们剧组拥有的这班好演员感到骄

傲。”

据介绍，影片主要角色全部由藏

族优秀演员出演，曾荣获第 15 届中

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新人男演员的阿

旺仁青和藏族演员多布杰分别扮演

青中年布德和老年布德，曾荣获第

12 届长春电影节最佳女配角奖的索

珍·索朗卓嘎和藏族演员央金卓嘎

分别扮演布德的妻子青中年嘎巴和

老年嘎巴。

“我们剧组中的演员都非常优

秀，在藏族观众中的知名度也都非

常高，别看在《布德之路》中饰演的

是配角，之前在其他影片中都是演

男女主角，你们在其他藏族电影中

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鲁坚说，“一

听说是拍布德的事迹，是向建党百

年和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献礼的影

片，很多演员都不计报酬、不辞辛

苦，奉献了精彩演出。”

本报讯 9月 3 日，由中共西藏自

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那曲市委

员会宣传部联合摄制的电影《布德

之路》在京举办首映式。

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

中国电影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分党

组书记张宏，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

宣传部副部长普布，中宣部电影剧

本规划策划中心副主任秦振贵，华

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黄群飞，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

副理事长周建东，中国电影评论学

会常务副会长张卫，西藏自治区那

曲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林和导演鲁

坚，主演阿旺仁青、索朗卓嘎、央金

卓嘎等影片主创以及中国人民解放

军原十八军子弟亲友团代表等参加

了活动。首映式由中国电影评论学

会副会长赵军主持。张丕民、普布、

胡林在首映式上致辞。

据悉，电影《布德之路》改编自

西藏“草原英雄”布德的真实经历，

是由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

部、中共那曲市委宣传部主抓的西

藏自治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献礼影

片。影片之前定档 9 月 3 日，后因疫

情原因推迟到 9月 10日全国上映。

张丕民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是西

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电影人怀着赤

诚的心，用《布德之路》这部影片，讲

述了“草原英雄”布德的故事、再现

了西藏民主改革历程和改革开放繁

荣发展，希望这部影片能够宣传好、

放映好，吸引更多的观众尤其是年

轻观众走进影院。

普布在致辞中说：“70 年来，在

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大

力支持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艰苦

奋斗、顽强拼搏，社会制度实现历史

性跨越，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发展，人

民生活极大改善，城乡面貌今非昔

比，电影《布德之路》正是反映这一

宏大主题的精品力作，影片全部场

景在西藏实景拍摄，融历史、自然、

人生、思考、现实、进步、发展于一

体，是一部西藏题材优秀电影。”

胡林在致辞中对上级单位的支

持、指导表示感谢，并向创作者们的

辛苦付出致敬。他说：“影片《布德

之路》真实的展现和讴歌了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百万农奴走社会

主义道路翻身当家做主的光辉历

程，体现了藏北儿女对党的热爱和

忠诚，是一部优秀的爱国主义教育

影片。”

电影放映后，导演鲁坚，主演阿

旺仁青、索朗卓嘎、央金卓嘎等齐聚

影厅，与观众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拍

摄心得故事。

谈及《布德之路》的创作情况，

鲁坚表示，为了真实再现这段历史，

他大量查找了七十年前的各种西藏

历史资料，翻阅了数以千计的西藏

人物，并走访了多位经历西藏历史

巨变的老人回忆录。

影片的拍摄从藏北到藏南，转场

六七次，累计行程数万公里，拍摄地

平均海拔超过 4000 米，也正是因为

剧组人员的披星戴月、风餐露宿，观

众可以在这部影片中尽览西藏的

壮美。

在被问到拍摄过程中遇上了什

么挑战时，在片中饰演中青年布德

的阿旺仁青表示，导演鲁坚是他的

“教练”：“电影拍摄在平均海拔 4000
多的高原上，同时我们要穿着 30 斤

到 40斤的藏北服装，这些衣服很重，

每次在片场跑来跑去都可以感觉到

什么叫高原反应，电影还原了真实

的藏族生活，我们也经受了不少锻

炼。”

饰演老年嘎巴（布德母亲）的央

金卓嘎致谢剧组给藏族演员提供机

会，她已经年过七旬但依旧热爱表

演，她激动地说：“感谢这部电影聚

焦西藏，将民族英雄的故事传递给

更多人。” （姬政鹏）

本报讯 9月5日，正在上映中的

纪录电影《1950他们正年轻》官方宣

布，将悉数捐出影片目前归属片方

的票房收益，这笔捐款将捐赠给具

备国家法定资质的帮扶志愿军老兵

的公益组织。截至 9 月 5 日 00：34，
共有 3.2 万观影人次，贡献 106.9 万

元票房，归属片方分成的 22.7 万元

将用于捐赠。

片方表示，影片是能够给予英

雄最崇高的敬意，而捐赠决定能够

力所能及的让理想再前进一步，他

们希望通过专业的公益组织，以电

影之名真正帮助到这群最可爱的

人。同时，片方向每一位帮助者和

观众致以诚挚谢意。 （影子）

本报讯 9 月 1 日，反映少数民

族脱贫攻坚的电影《独龙族的春

天》，在云南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

乡举行开机仪式。电影预计于

2022 年独龙族“卡雀哇节”前夕全

国院线上映。

《独龙族的春天》取材于独龙族

的真实故事，以国家实施“精准扶

贫”战略为故事背景，用诗意的电影

语言描述当下乡村居民的内心世

界，折射出时代的变迁。

影 片 通 过 男 主 角 孔 敢 的 视

角，讲述了独龙族人的奋斗。出

生传统氏族家庭的孔敢，曾走出

横 断 山 脉 ，只 为 寻 找 更 多 的 希

望。多年后他返回故土，在脱贫

攻 坚 中 啃 下 了 最“ 艰 难 的 硬 骨

头”，发展地方经济，建成生态宜

居和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实现

了从贫穷落后到全面小康的历史

跨越。年迈的孔敢站在天安门城

楼下，挥舞着五星红旗，用独龙语

“唱支山歌给党听”。

（影子）

讲述“草原英雄”故事 再现西藏发展历程

电影《布德之路》首映式在京举行

专访《布德之路》导演鲁坚：

原汁原味展现“西藏气质”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当你凝望着西藏的时候，西藏也回望着你”，这句电影《布德之路》海报上的Slogan，也体现了影片导演鲁坚的创作初

衷。他从“草原英雄”布德的事迹入手，以小见大，将镜头扫过青藏高原的壮美风光，用光影再现西藏70年的民主改革进程。

在影片的首映式上，鲁坚坦言：“我是一个有‘西藏梦’的人，在西藏拍戏确实需要经历很多困难，但西藏电影与西藏电

影人的气质更加值得去开拓和发展，《布德之路》是一部倾注了梦想与自我表达的作品，这个机会，我很感激，也很珍惜。”

9月10日，《布德之路》即将登陆大银幕与全国观众见面。鲁坚希望观众能通过这部影片重温百万农奴翻身当家做主

的历史，了解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建设过程，感受西藏人民对党的热爱和忠诚。

南斯拉夫时代塞尔维亚电影展9月7日启幕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定档9月19日

《1950他们正年轻》片方宣布捐赠票房收益

《独龙族的春天》开机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