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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历史题材电影《追光》湖南首映

■文/本报记者 李佳蕾

导演杨荔钠：

《妈妈！》很合适做“三部曲”的终曲

十年前，杨荔钠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创作“女性三部曲”，但她不知道会如何收

尾。在决定创作《妈妈！》之前，杨荔钠有很多可选择的方案，唯独这个有关85岁的

母亲和65岁的女儿的故事让她魂牵梦绕。

从《春梦》、《春潮》一路拍到《妈妈！》（原名：《春歌》），杨荔钠用镜头将女性在人

生不同阶段可能经历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最终停留在《妈妈！》也让她觉得“很合

适”，因为它不仅呈现了与《春潮》不一样的母女关系，还用现实与诗意交织的表达去

探讨有关生命的终极命题。

■文/佩琦

所有的电影都开始于一道光，空

白的幕布被照亮，就变成了流光溢彩

的画卷。过去在观影时，我们的目光

总是被银幕里的内容所吸引，沉浸在

光影绘制的幻梦中。而《追光万里》是

打破这种经验的，它带观众望向那束

照亮故事的光——电影背后的工

作者。

本片的主角，是年近百岁的著名

演员卢燕，她被白先勇称为“演员中的

演员”，追随着她的足迹，一部电影人

的电影徐徐展开。从立下演艺事业声

望的好莱坞，回到崭露头角的香港，再

到年幼学戏的上海，最后来到祖籍所

在地广东，这是卢燕一生与电影结缘

的四个地标，而她所到的每一处，都有

电影前辈的身影。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不同的社会环境，他们以崇高的艺

德、团结互助的品格、深沉的家国情

怀，在电影史上留下了无数精彩的故

事，完成了一次形象的转身，熠熠闪

光，照亮来路。

要如何讲述一位年近百岁的著名

演员，一生辗转多地，投身于电影艺术

的经历？该怎样展现那些在银幕背后

默默耕耘与付出的电影人？毕竟，他

们留下的经典作品不可计数，所带来

的影响亦无法估量。

导演功力深厚，落笔轻盈，非常巧

妙地从卢燕的人生历程切入，以四个

主要城市作为叙述时空，点出那些直

接或间接对她产生着影响的前辈，由

此将散落在影史上的珍珠拾起，串联

成一幅相辉交映的图谱。结合历史影

像、采访、经典电影、人物传记、报刊等

形式丰富的素材，沿着视听结构与意

义层次两重线索表达影片主题。

《追光万里》的视听结构，是倒叙

式回溯著名演员卢燕的一生。从洛杉

矶到香港，从香港到上海，从上海到广

东，卢燕返回故土之旅是一次回望，与

影响她艺术生命的前辈重逢。在洛杉

矶的中国大戏院门口，立有“好莱坞银

铸四淑女眺望台”雕塑人像，其中之一

就是首位闯荡好莱坞的华人影星黄柳

霜。走过香港银幕街，这地名是为了

纪念香港第一间电影公司，创办者是

有中国“纪录片之父”美称的导演黎民

伟。来到上海电影博物馆，这里曾是

联华影业的地址，该公司同样由黎民

伟创办，还制作发行了导演蔡楚生的

多部电影。回到广东品赏粤剧，曾经

活跃在粤剧舞台上的著名丑生李海

潮，培育了著名影星李小龙，让中国功

夫走向世界。

在整个故事中，主角卢燕的人生

故事是串联内容、表达主题的关键，却

像水一样融入其中，化为结构。随着

卢燕这一趟重返故土的旅程，电影前

辈的身影一个一个浮现，他们是追光

路上的一个个脚印。追随前人足迹，

他们的故事，形成了环环相扣、层层递

进的意义深度。

从黄柳霜到李小龙，他们完成了

世界电影史上华人形象的一次转身。

二十世纪初，在黄柳霜闯荡好莱坞时

期，美国观众无法接受由中国人在电

影中扮演主要角色，不论演技如何出

色，甚至讲述的是一个中国故事，华裔

演员都只能在其中扮演狡猾多段、丑

态百出的配角。为了与种族歧视做斗

争，黄柳霜拒演了那些尽管会带来名

利却充满了歧视意义的角色，并带着

摄影师重访中国，用影像展示这个古

老文明的国度。二十世纪中后期，李

小龙成为好莱坞功夫片的开创者，用

中国武功的魅力影响了全世界，留下

了一个个自信自强、坚毅勇敢、正气凛

然的强者形象，不仅电影受了到全球

观众的追捧，武术动作还被不同国家

的影迷争相模仿。从黄柳霜对种族歧

视的抗争，到李小龙带动的功夫潮流，

两位电影人，实现了电影史上华人形

象的根本性改变，他们内心怀有对中

华民族热忱的爱，让全世界观众认识

中华文明。1994年，卢燕成为奥斯卡

金像奖终身评委的首位华人，这一成

就离不开黄柳霜、李小龙等前辈们曾

经踏出的路、照亮的光。

从黎民伟到蔡楚生，为中国电影

应当肩负社会责任奠定了基础。黎民

伟在投身于电影事业之初，就认为“电

影是文化教育的伟大武器”，他拍摄三

十余部革命纪录片以及十多部电影，

题材大多关于战争与社会问题，纪录

了许多战场上日军侵犯的暴行，留下

了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蔡楚生一生

创作了多部经典作品，从中国首部获

得国际奖项的《渔光曲》；到战乱与流

亡的民众一起逃难，接受了“血的教

育”后所创作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再

到新中国成立后参与珠影厂工作，拍

摄的《南海潮》。蔡楚生坚持现实主义

创作原则，他的创作贴近人民群众的

生活，深刻揭露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矛

盾，其故事曲折生动，描写细腻而准

确，因此雅俗共赏，兼具艺术性与社会

影响力，如今在大银幕上再次观看这

些经典电影的片段，仍然会被其中的

内容打动。

从艺术作品到文化自信，历史悠

久的中华文明，是支撑电影事业发展

的文脉。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亲仁

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

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

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

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

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

存理念。

《追光万里》中电影人，是中华文

明的具体表达。黄柳霜因美籍华裔的

身份而处于中美两方的夹缝之中，面

对种族歧视，她带着摄影师回访祖国，

向西方展示真实的中华民族，面对国

人的质疑，她不厌其烦地解释，在战争

时为祖国募捐钱款。卢燕二十岁远渡

重洋，至今仍然活跃于中西方文化交

流的事业，两人都以切实行动，践行着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坚持现实主

义创作方法的蔡楚生，以电影反映社

会问题，拍摄贴合人民群众生活与观

赏喜好的经典作品，是“惠民利民、安

民富民”价值观的代表。黎民伟作为

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社会动荡时

期辗转香港、上海等地创办电影公司，

拍摄纪实作品，具有“革故鼎新、与时

俱进”的精神。李小龙的截拳道，强调

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就是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理念的继承。

作为纪录片，《追光万里》超越了

形式之限，呈现了银幕的魅力。在电

影中，梅兰芳、梅葆玖、黄柳霜、黎民

伟、郑正秋、蔡楚生、阮玲玉、胡蝶等历

史人物，他们的故事自然牵带出《董夫

人》、《山路》、《大地》、《八百壮士》、《渔

光曲》、《新女性》、《一江春水向东流》、

《南海潮》、《勋业千秋》、《猛龙过江》、

《精武门》等经典电影及其修复片段，

可大饱眼福。细心的你还会发现许多

隐藏的彩蛋：林青霞、胡歌、赖声川、白

先勇、李安、何冀平、曾小敏……这些

仍然活跃的电影人在故事中倏忽闪

过，他们也是追光之旅的同路人，不断

创造着优秀的艺术作品，绽放着各自

的光芒。重回故土，北京的老旧胡同

里，卢燕出生的那处四合院早已不复

当年模样；上海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

斑驳墙面记录着侵略者的暴行；广州

骑楼屋檐下，悠悠传来粤剧音韵；香港

维多利亚港湾，星光大道记录着华语

电影的辉煌成就；贵州深山的逃亡，是

蔡楚生的一次心灵洗礼；宁波海岸边，

捕鱼网传了一代又一代；佛山拳馆里，

还留着练功用的木人桩……跟随着卢

燕的足迹，祖国大好河山的风景也悉

数展现。

影片中有多个片段令人潸然泪

下。最真情流露的，莫过于卢燕在黄

浦江畔，回忆数十年前与葆玖等人在

这儿告别的情形；最扼腕叹息的，或许

是阮玲玉因人言可畏而选择轻生；最

哀伤婉转的，要数影片《渔光曲》的主

题曲响起时，坐在新光明大戏院里的

卢燕依然能跟着曲调吟唱。最苦涩难

言的，一定是黄柳霜与种族歧视作斗

争的辛酸历史，作为首位闯荡好莱坞

的华人影响，她独自一人承担着西方

主义偏见，一辈子都在不屈不挠地与

之抗争，告诉全世界的观众，中国人的

善良美好，中华文明的广博包容，她始

终以自己是中国人为傲。

作为一个讲述粤籍电影人的故事，

《追光万里》突破了地域之限，致敬所有

为中国电影事业作出贡献的从业者。

他们在中国电影发展之初，不畏困难、

敢为人先，以电影表达民族情怀、担当

社会责任，因此超越了种族、文化、历史

的区隔，历经多年依然能够引发观者共

鸣，激励我辈前行。不难读懂，《追光万

里》对电影人的致敬，无异于是对先贤

的礼赞，在中华民族前进之路上，一辈

又一辈的抱薪者、开路人灿若星河，他

们留下了深邃的智慧、高贵的精神、自

由的灵魂，汇聚如漆黑夜空中的第一道

光，瞬间照亮万里山河。

圆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安知

千里外，不有雨兼风？影片公映选择

中秋佳节，或许也是制作团队的一种

思念，一次邀约，一个期许。思慕那些

为电影事业付出心血，作出贡献的前

辈，斯人虽去，艺术常青。邀请所有爱

好电影、关注电影事业发展以及投身

其中的同路人，一起在中秋佳节之际

观赏此片，感悟前辈精神。期许我辈

在事业和生活中，树立崇高信念，提升

艺术修为，创作优秀作品，在追光的路

途中，同样成为其中一束光。优秀的

艺术作品是一种滋养，汇聚了伟大作

品与杰出前辈的《追光万里》更是一次

精神盛宴，让电影之光，照亮人生

长路。

（作者单位：广州市广播电视台电

影工作室）

杨荔钠从纪录片处女作《老

头》开始关注老年群体，用她的话

来讲，“老年议题、女性话题，包括

儿童，好像自然而然自发地组成了

我创作的一个脉络，我的镜头就没

有离开这些社群和人群。”

可是，在老年人的多种病痛

中, 杨荔钠为什么选择了阿尔兹海

默病来展现？她有两方面的原因。

“拍上一部作品《春潮》的时

候，我就创作过一个患阿尔兹海

默症的角色，但最终没有用在电

影里。我觉得这个疾病有一点特

别伤感：‘如果我们什么都忘了，

还算不算来过这个世界？’”

另一个原因在伤感之余反而

溢出了很多关于爱的思考。杨荔

钠觉得阿尔兹海默病最打动自己

的是，“我不认识你了，但我依然

爱你。”在患者逐渐丢掉记忆、丢

掉自己时，“妈妈”、发霉的面包、

三下响指等那些“爱的记忆”依然

存在，它们是到访过这个世界的

最好证明。

在细致刻画阿尔兹海默病患

者时，杨荔钠和她的团队不仅请

到了天坛医院的专业医学顾问，

还走访过患者家属了解具体情

况。杨荔钠非常清楚，她要在同

类题材中找到特别之处。在《妈

妈！》中，我们看到了不一样，奚美

娟扮演的阿尔兹海默病患者多了

发病时的暴躁易怒、清醒时的愧

疚自责，尤其是在打骂母亲时的

真实呈现。

在阿尔兹海默症发病率逐年

翻倍提升的前提下，女儿患病、母

亲照顾的设定能够让“母女关系

有进一步戏剧化的推动”，也可以

“提醒我们疾病不是长辈的特权，

人生有很多意外和不可能预知的

东西，随时都会发生”。

本报讯 近日，革命题材电影《追

光》在缪伯英故乡湖南举办首映仪

式。作为首部讲述中国第一位女性

共产党员的感人传记，影片真实还原

了缪伯英作为中国早期革命者和妇

女解放运动先驱者的壮丽春秋。缪

伯英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加入共产党，

面对封建礼教残余、资本势力压榨、

白色恐怖弥漫的艰难环境，她始终百

折不挠、无畏无惧地战斗在革命一线

阵地，用无悔青春践行“以身许党”的

诺言。

该片由斗琪执导兼剧本改编，刘

梦珂、丁鹤领衔主演，郭涛、王劲松、

金巧巧、果靖霖倾情加盟，熊睿玲、牛

银红、王静、古铭瀚友情出演。

作为以女性共产党人为主体的

影片，斗琪以女性导演观察女性世界

的视角中，给这样一位伟大的革命家

女性带来饱满的形象和独特的气质，

既拍出了缪伯英投身革命的舍身精

神，也拍出了她和爱人何孟雄间的细

腻温情，影片细节处处体现着斗导的

对女性的观照包容。

刘梦珂对缪伯英的塑造跨越了

青少年到青壮年，女性革命者在饱经

战火历练中一步步成熟、果决、坚毅

的蜕变，都完美的通过刘梦珂精神状

态和气质表情的转变中体现出来。

《追光》群像闪耀，郭涛版李大钊尽显

长者风范，王劲松饰演的缪父则树立

了上一代读书人的风骨，果靖霖版的

杨昌济展现了教育家对祖国青年的

殷殷期盼，他们同样在质朴无华之中

绽放出强烈的人格魅力，共同成为近

两年来大银幕上红色浪潮里面一道

夺目的风景。 （花花）

让电影之光照亮人生长路
——评电影《追光万里》

“影片里周夏带着自己的女儿

回到母女家里，有网友说这是一部

催生片，这真不是我的意思，我更想

说这是女性代际间的延续，也是照

进母女疲惫生活的阳光……”这是

杨荔钠在豆瓣上写下的话。

从影片内容上看，周夏的存在

更多的是救赎。杨荔钠坦言，设定

周夏这个人物有她存在的必要性，

当奚美娟饰演的女儿看到周夏犯错

误的那一刻，她可能想到了自己，因

为她也在青春年少时犯了错误，但

那时没人提醒她，她不想让周夏成

为当年的自己，所以她俩是一种双

向救赎的关系。

伴随着明亮的阳光和轻快的音

乐，带着孩子出现的周夏再次出现

在这个家庭中，“小孩代表着新生

命，也是代际女性关系的延续，同时

周夏像一缕阳光照射进这个家庭，

为她们带来活力。”她期望能够唤醒

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那就是原谅

在年轻时犯下错误的人，用爱、关怀

和一丝善念换一个美好未来的馈

赠。

更有趣的是，影片的导演、演

员、制片人、摄影指导等几乎都是女

性，也完成了戏外女性电影创作者

的代际延续。正如导演的描述，“这

是一部由女性智慧结晶组成的电

影，拥有着充满了美的、爱意的、善

良的等美好词汇的特质，它独属于

女性电影人。”

这种延续也源自杨荔钠内心深

处对 1930 年左右出生的那一代知

识分子的关注。“他们对社会有担

当、对国家充满爱，我之所以想拍他

们，也是向那一代知识分子致敬。

他们曾经像灯塔一样照亮过这个世

界，年轻的一代也是沿着他们的步

伐走过来的。”

延续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关注，

更重要的是对过去的自信表述。杨

荔钠说在电影里有着自己的野心，

“就想让大家看到一对85岁和65岁

的母女，一对这样的老演员、女演

员，她们在大银幕上依然能散发出

她们的魅力和光芒。”

杨荔钠有时告诉自己，要如同

电影中站在海边嬉闹的母女，从容

地面对生命的终极问题。

影片中女儿说：“妈妈是海，我

是一滴水，爸爸是一条不会游泳的

鲸鱼。”杨荔钠用镜头回应，“在大

海的怀抱中、夕阳下，有那么一个

片刻我们回到了人之初的阶段。

我想那个东西是很美的。最终还

是回到了生命的终极问题，就是我

们从哪来、我们到哪里去。”

在回答生命的终极问题之前，

杨荔钠用颠倒的母女关系、“不在

场”的父亲表达了最普通家庭之间

的爱。

从“调皮”的母亲到认真照顾

自己和女儿的“妈妈”，杨荔钠用变

故的命运呈现了母爱力量。她觉

得母亲的变化是一种本能，“一旦

生活面临考验时，母亲自然就会有

一种自我牺牲精神，她在这个时候

就会变得无所畏惧，她甚至都可以

说出‘为什么这个病没让我得’，我

觉得每一个母亲都可以做到这

样。”

“不在场”的父亲被她解释为：

“影片里的魂魄，没有他就没有这

对母女，所以他把三个人的关系紧

紧地联系在一起。”在昏黄的灯光

中看到年幼的自己与父亲跳舞、拆

下门让父亲走进家门、摆放好花盆

迎接父亲等等都在低语诉说着女

儿对父亲的爱恋，“在观众眼里父

亲是个逝者，在女儿眼里他是复活

的，同时这个家庭虽然破碎了，但

是这个家庭他们曾经有那些过往，

曾经我们每个人都能同样体会到

那种彼此相爱的心。”

或许有人会问，这个知识分子

家庭怎么能说是普通呢？但是在

导演看来，“这个家庭就是中国成

千上万个家庭当中的一个普通的

家庭。”历经过岁月洗礼的三口之

家、母女最为常见的教师身份、家

庭表达爱的暗号，都在强调着一种

最普世的情感——不管是怎样的

你，我都会爱你。“希望观众看完电

影离开电影院以后，如果很难开口

对身边的人说我爱你，也可以用自

己的方式去表达爱。”

◎为什么是阿尔兹海默？

◎汇入大海，生命的终极问题

◎不是催生，是代际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