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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创作

现场是最重要的决定性的瞬间

《中国电影报》：《野马分鬃》起这

个名字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魏书钧：“野马分鬃”的动作，是

形容马疾驰的时候鬃毛分开的样子，

跟故事里男孩的成长挺神似的，就用

了这个名字。

《中国电影报》：影片当中有很多

“假”的东西，假的草原、假的警察，相

比之下，阿坤所追求的真并没有如愿

以 偿 ，您 想 表 达 怎 样 的 想 法 或 者

理念？

魏书钧：关于真假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从角色的角度来讲，步入成人

世界很重要的是辨别是非，原来的

真，可能变了，产生了新的变化，他自

己要重新应对这个事情，所以会有很

多关于真假的东西；另外一个，电影

里也强调过真实，那是我电影的一个

观念，电影要追求真实。

《中国电影报》：谈到真实，导演

是一个实践派，曾经也提到过从实践

中去反馈知识，而不是教条地做，开

始拍电影以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例

子能够反过来对曾经学到的知识有

一个反思？您怎么样看待拍电影这

个事？

魏书钧：比如在实践积累得不够

的情况下，看书的时候会觉得这些都

是概念化的东西，但经过实践之后再

回头看，发现那都是高度凝练的

总结。

比如老师说电影是时间空间的

艺术，拍《野马分鬃》之前我对时间、

空间，我们在做什么样的事，其实没

有什么概念，不知道如何表达空间，

也不知道表达空间对于电影意味着

什么，这些很基础的东西反倒会在实

践前后有比较大的认识上的差距。

我的电影观念，第一，我把电影

当作一个输出的艺术形式，对于我来

说，它一方面是表达我当下的想法；

另外一方面，我有很多问题，很多困

惑，不是说都是在已知全知的状态才

去拍摄，有的时候是带着问题和角度

去拍摄的。

《中国电影报》：影片当中的一些

镜头，比如说商场电梯长镜头的设

计，当时为什么进行这样的设计？

魏书钧：这都是现场的反应。从

《野马分鬃》开始我就比较多这种现

场的创作方式，现场是最重要的决定

性的瞬间。我们在家里写剧本的时

候，通常很难把场景构建得事无巨

细，特别精细。真正的场景，在现场

有演员、有装扮、有环境，那才是真正

电影发生的时候。如果现场有新的

发现，那么我们把这个发现用到一场

戏里面，往往就很生动。这种生动不

是通过前面撰写剧本能达到的，所以

拍电影我们也总是带着这样的期待。

拍《野马分鬃》的时候，我们去现

场去了很多次，我们去的时候都是商

场停业的状态，电梯也没有动，也没

有想过要动，那天到的时候，副导演

拿了一个红气球，我说这个挺好玩

的，但是怎么让它飘起来，然后就得

找氢气，如果气球飘了，能够顺着气

球把这个镜头从一楼拍到二楼。但

是当时没有那个氢气，后来我们就注

意到电梯了，就想如果把这个加上

去，主角在电梯里面，他们两个一上

一下，他注视着底下，我觉得这个画

面还挺有帮助的。

《中国电影报》：您曾经提到过不

想把电影碎片化，要在一个连续的空

间里面客观地观察，后来也提到开始

做一些反思，希望把思路打开一点，

不被艺术的形式所框定。您这样一

个 反 思 ，在 后 来 的 创 作 中 是 否 有

体现？

魏书钧：我觉得会有体现，这两

个说法是在不同阶段，但都是对的。

我们在《野马分鬃》拍摄的时候，一直

想尽可能地用一个镜头去拍，这样可

以保证内容完整，以及创作上的一种

共性。后来发现有些戏换种方式也

能表达，甚至可以提高效率，消除歧

义。我们定的这种基调，其实不应该

局限于某一种技法的使用，技法反倒

应该更放宽范围，方式有很多，都可

以去拍摄，我们在调子上去定义一致

性就可以了。在《永安镇故事集》里，

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长镜头，有些地方

也会平衡一些。

▶ 关于拍电影

“通过电影通上电了，这个事

就是有意思的”

《中国电影报》：有评价说您是个

非常聪明的导演，您自己怎么看待这

个评价？您觉得自己是天赋型的导

演吗？

魏书钧：外界对我的评价的措词

好像是有些变化的，小聪明、聪明、灵

光……有一系列的措词。我觉得拍

电影对于一个艺术来讲，智慧是重要

的，聪明本身没有褒贬可言，我们可

以很笨拙地做一件很动人的事情，这

也是艺术的本质，所以艺术跟聪明没

关系，但是艺术能体现一个创作主体

的智慧，如果这个艺术有这样的意

图，我觉得这两个词有一部分交集。

《中国电影报》：您说电影是输出

的艺术形式，您希望观众通过看完这

部电影有什么收获？

魏书钧：最重要的是我们彼此通

过这个电影连接到一起，电影这个事

本来就是主观的体验，每个人的背景

和知识结构都不一样，所以不能强

求。我们通过这个电影“通上电了”，

这个事就是有意思的。

《中国电影报》：通常说电影是遗

憾的艺术，碍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您

觉得《野马分鬃》创作完之后有什么

遗憾的地方？

魏书钧：现在再看之前是怎么拍

一部电影的，会有遗憾，会有想精进

的地方，那个时候想不明白的，今天

想明白了，这些会有。今年的我跟去

年的我也是一样的，但在之前那样的

环境里我是还会那样拍，有些事没有

捷径，必须要暴露一些问题。

《中国电影报》：现在观众通常会

提到氛围感，作为导演怎么把握这种

氛围感？

魏书钧：氛围感，其实是我们观

看一群人或者一场戏的时候的一种

角度。角度是有视角的，有褒贬，这

是一种氛围。另外一种氛围就是日

常的那种氛围，在日常生活中经历过

的，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中国电影报》：刚提到这部影片

可以看出您的聪明，就是用很高明的

手法，不完全是戏剧化推动的，有一

种情绪在里面，对于年轻导演可能难

度挺大的，但是您处理得特别好，都

很顺畅，是不是已经形成了自己的

风格？

魏书钧：风格是外部的评价指

标，不是创作的驱动力，如果过于关

注这个事，我觉得是无效的。创作主

体想要什么风格，一是跟创作没有关

系，二是对创作没有帮助。原来达内

兄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到说风

格的问题，他们都已经是大师了，他

们说风格就像风，如果着急寻找它，

可能就不知道它在哪儿。做你该做

的事，你停下来，自然就感觉到风在

了，这个是很好的比喻。

▶ 关于青春

时代不同，但青春的本质是

一样的

《中国电影报》：我们国家也有很

多对于青年导演的扶持计划，您怎么

看待现在电影行业的状态，特别是对

于青年导演。您觉得对于青年导演

来说，成长的关键是什么？

魏书钧：现在机会挺多的，创投

也好，各种大小的电影节，机会挺多

的，比如我去别的国家参加电影节，

很多国外的年轻导演，比如想进入他

们所在的工业体系里面非常难，他们

通常都有自己专职的工作，电影是一

个梦想一样的东西。包括香港、台湾

的很多年轻人拍电影的机会也很少。

大陆每年有这么多新导演新作品

我们都能看到，我觉得机会还是挺多

的。每个人的路不一样，无论是否顺

利，无论遇到的挑战是什么，还是要

去做。

《中国电影报》：您说这个影片发

生的背景大概在十年前，有没有想过

十年以后，影片里年轻人的心理跟现

在的年轻人走出校园的那种迷茫，面

对的压力和社会环境已经变化了。

魏书钧：变化的不是年轻人，我

们看《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也觉

得那是青春片。即便观众跟片子里

的成长背景不一定一致，但青春的味

道是相似的，一个好的青春片是抓到

了青春本质的东西，环境会变，不同

的时候，时代精神是有区别的，但青

春本质的东西是在的。

《中国电影报》：对于导演本人来

说，现在自己要做的跟以前有什么不

一样？

魏书钧：最重要的还是在电影本

身，现在去参加活动也好、接受采访

也好，对于我的本职工作来说，这些

都是周边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还

是把电影拍成什么样，用电影跟观众

交流，这是最核心的。

《中国电影报》：在影片中也提到

了拍摄的故事，提到了王家卫，洪尚

秀，可不可以谈一谈这几位导演对你

创作的影响？

魏书钧：最主要的还是观念上的

一种影响，比如侯孝贤导演，他的作

品总能给人一种胸襟开阔，好像天地

很宽广的感觉，以及悲天悯人的视

角，这是我看别人的电影、看国外的

片子都没有的感受。这种感受无法

被替代，他有比较强烈的写实的电影

基础。他原来也拍过很多很卖座的

片子，后来他们开始拍新的电影，对

我来说影响挺大的，很想追求真实自

然的那种感觉。洪尚秀，看了他的作

品之后才知道电影还能这么拍，这么

多对话，还能拍得这么有趣，他是影

坛里面特别活跃的，一直很明确的彰

显作者性的导演。韩国的，包括全世

界最顶级的演员都愿意在他的剧组

里面跟他一起创作，已经证明了他的

魅力所在。

本报讯 11月17日-18日，第三届香

港国际青年电影节暨第二届亚洲华语

电影节在澳门举办，来自内地、港澳等地

近200名电影人参加了此次盛会。

本届电影节共征集影片 1200 余

部，作品来自中国、美国、马来西亚、新

加坡、菲律宾、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和地

区，经过评委会审定，最终40余部影片

角逐各大奖项。其中，由周勇执导的

《我的体育老师》获香港国际青年电影

节儿童片单元最佳儿童影片、亚洲华语

电影节最佳导演两项大奖。该片由广

东群星影业、广州市教育局、广州广播

电视台、广东喜马拉雅影业、广州金润

等联合摄制。

《我的体育老师》由周勇执导，新生

代演员孙嘉麟、魏璐主演，侯天来等 20
多位“老戏骨”甘当绿叶，与 40 名素人

学生共同演绎。影片在广州取景拍摄，

讲述了广州市南武中学新来的体育老

师刘昊辰坚持捍卫高三学生们上体育

课，与各科老师一起为同学们备战高考

一起努力的热血故事。影片青春励志，

直击当下忽视学生体育锻炼的顽疾，批

判了“重分数、轻体育”的现象。

片方负责人介绍，《我的体育老师》

已先后在全国各地举行了 30 多场路

演，2万多观众提前观看了影片。有观

众表示，影片超出预期，阳光、积极；有

笑点、有泪点、有思考，给青少年传达出

积极向上的力量。专家认为，在“双减”

政策下，影片具有前瞻性和现实意义，

有助于推动青少年的素质教育和健全

人格培养。

《我的体育老师》在 2021年法国尼

斯国际电影节国际长片单元，斩获“最

佳外语片”、“最佳长片”、“最佳场景设

计”、“外语片最佳原创剧本”、“外语片

最佳导演”五项提名后，还入围了第六

届金枫叶国际电影节院线类别“金枫

叶”单项奖提名；第十八届美国圣地亚

哥国际儿童电影节长片竞赛单元；将角

逐第十七届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等；

不久前，该片荣获了第六届“金童象”优

秀故事片奖。

（杜思梦）

本报讯 11月17日，电影《铁道英

雄》专家观摩研讨会在京举行，影片

主创与来自学界、电影业界和文艺界

的各位专家学者展开热烈讨论。在

与会专家看来，作为红色经典的全新

演绎，《铁道英雄》所采取的创新表现

手法、所表达的坚定家国信念、所传

承的民族情怀等都值得称赞，在高度

还原历史的基础上，进行了全新的表

达，引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电影基金会、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中国文联电影艺

术中心、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共同

主办，中国电影基金会钟惦棐电影评

论发展专项基金和聚影汇（北京）影

视文化有限公司共同承办。

《铁道英雄》改编自“鲁南铁道

队”的抗战事迹，讲述抗战时期，我八

路军第 115 师“鲁南铁道队”与敌人

斗智斗勇，保家卫国的故事。据华谊

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

CEO王中磊介绍，《铁道英雄》的创作

初衷，更多的是表达对电影本体的尊

重，对枣庄抗日铁路英雄的敬畏。在

他看来，精品影片既要有自己统一的

魂，更要有多角度的演绎，要有各自

的风格与特征，这才是一部影片能够

打动人的核心所在，才能真正丰富电

影市场的供给，满足当下观众的观影

需求。影片导演杨枫介绍，之所以选

择“铁道英雄”这个素材，是因为想挖

掘此前影视艺术作品没有充分展现

的八路军鲁南铁道大队 115 师的真

实故事，希望秉承尊重历史、尊重平

凡英雄的心态，对历史进行重新梳理

和挖掘。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

秘书长闫少非称赞，《铁道英雄》是近

几年以电影本体为基础、正面表现主

旋律题材的优秀影片。在故事核心

内涵上，避免了表面化，深入挖掘了

其中的精神内涵；在革命（集体）英雄

主义的刻画上，突出了英雄人物的个

性魅力。老洪就义前以帽掩面的创

新手法、老王软弱又坚定的矛盾塑

造，都真正做到了有血有肉，实现了

民族抗战精神的升华和弘扬。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

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王一川认为，影

片场景刻画感染力十足，故事节奏流

畅抓人，结构处理实现重构，人物塑

造生动形象，细节处理前后呼应，把

现代革命传统与鲁南抗战文化、传统

文化进行了结合，挖掘和拓展了革命

历史题材的创作，强化了“八路军在

抗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赵卫防表

示，影片前半部利用雪景加重了悬疑

色彩，后半部分以枪战凸显战争动作

场面，突破了以往的限制，实现了多

类型与主流价值观的对接，在“铁道”

IP上，更突出“英雄”两个字，经过新

的诠释新的突破，完成了英雄的闭环

与推进。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李道

新称赞《铁道英雄》“重回历史现场，

重构经典故事，重现牺牲价值，追问

生命意义，探索当下中国电影的悲壮

美学，凸显电影中的民族自信”。 中

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常务副主任宋

智勤认为，影片从小人物出发，挖掘

平凡英雄的闪光点，同时又以小见

大，提炼集体主义精神，用递进的结

构、创新的表达方式、类型化的视角、

工业化美学呈现，完成了特殊历史时

期老洪、老王两个英雄人物形象的创

作，实现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家

国情怀的统一。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

认为，影片的创作难度非常大，既坚

持了对红色英雄的崇敬，又实现了红

色题材的创新表达，满足当下观众对

电影的视听需求；刻画了非常人性化

与接地气的英雄，对兄弟情及父子情

的刻画，显示了极强的张力；具有强

大叙事节奏和动力下的大场面、强剧

情、强节奏，视听风格非常完整。中

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中国电影

评论学会副会长丁亚平认为，《铁道

英雄》尊重历史，注重细节，是演技和

影像的胜利，是践行人民史观的重要

作品。

在研讨会现场，与会专家一致认

为，影片较好的实现了红色文化的再

生长，尺度拿捏非常精准，情节上既

有艺术性又不脱离现实；影片很巧妙

地完成了与当前年轻一代观众的对

话，用独特的美学特色完成故事的创

新；情感塑造兼容并蓄，通过集体英

雄的塑造，歌颂了普通大众，于无形

中将红色基因根植到新的土壤，实现

了家国情怀的传承。

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

认为，从《铁道英雄》可以看出，整个

创作团队对电影本体和电影品质、

对电影工业化的重视程度，而这正

是中国电影整体提升的根基。“影片

在主题塑造、题材选择、叙事表达、

细节处理、环节把控等方面都十分

精良精准，在我们从电影大国迈向

电影强国的过程中，希望更多的创

作团队继续保持这种态度，共筑电

影强国，为文化强国贡献电影力

量！”

（姬政鹏）

本报讯 正在热映的电影《铁道

英雄》在首周末迎来了新一波观众，

猫眼9.1分、淘票票9.0分的口碑成绩

继续领跑同档期影片。影片近日发

布“有来无回”版视频，视频延续了本

片凛冽的艺术风格，同时在一开始便

点明了日寇对中国觊觎已久的事

实。面对来势汹汹、凶狠狡猾的侵略

者，“来了就别想回去了”，“来一个宰

一个，早晚都是我刀下鬼”的话语表

达了铁道战士绝不妥协、誓驱敌寇的

态度，激烈持久的搏斗火拼彰显着永

不言败的力量。“抗日战争期间中国

军民伤亡 3500 多万人”的字幕触目

惊心，也映衬出英雄们穿铁轨、扒火

车，与敌人抗衡到底的伟大。

《铁道英雄》高燃震撼的战斗场

面备受称赞，而片中很多触动人心的

情感细节，戳中着观众的泪点。凶残

的日寇滥杀同胞，目睹这一切的战士

们异常愤慨，却只能强行隐忍；面对

危机四伏的任务，一众英雄将生死置

之度外，坚定向前；老王被逮捕失去

自由，还能淡定自若地笑怼敌人；老

王和石头在乱世中互相取暖，以及关

于“勇敢抗日”的精神传承，一点一滴

都牵动着大家的情绪。一些女性观

众表示，“看电影看到哭花了妆”，

“《铁道英雄》让我彻底爱上了战争

片”，许多男性观众也在观影过程中

多次流泪，一位观众动情留言：“都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以前好像从来没有

看电影哭过，但这部片子真的让我彻

底‘破防’了。” （影子）

创新表现手法
弘扬家国情怀

——《铁道英雄》专家观摩研讨会举行

《铁道英雄》“解气又催泪”征服观众

专访《野马分鬃》导演魏书钧

专注拍电影，用电影跟观众“通电”
■文/本报记者 赵丽 林琳

《我的体育老师》获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两项大奖

11月26日，魏书钧导演的新片《野马分鬃》即将上映。这部影片被戛纳评审称赞“影

像风格如空气般自由”，并且“为华语影坛带来新的视角和力量”。

此前，影片在平遥国际影展的亮相同样引起热潮，开场前半小时媒体就排到了电影

宫门口，想看的影迷太多，为此工作人员还特意开了备用场，双厅同映。《野马分鬃》也没

有辜负观众的热情。灵动幽默、技巧成熟、可看性强是众多观众对这部电影的第一感受。

从短片《延边少年》开始，再到《野马分鬃》、《永安镇故事集》接连入围戛纳国际电影

节，新锐导演魏书钧以“百发百中”的姿态和戛纳结缘。

这在很多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他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90后”电影导演的希望。

年轻、讲话没什么包袱，这是魏书钧留给记者的印象。提到是否已经形成自己的风

格，他认为风格是外部评价的指标，不是创作的驱动力。他引用达内兄弟的话说，“风格

就像风，如果着急寻找它，可能就不知道它在哪儿。做你该做的事，你停下来，自然就感

觉到风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