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访谈·综合6 中国电影报 2022.11.23
责编责编::赵丽赵丽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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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叫我郑先生》导演邹德全：

用力去生活的每一天，
都会成为你不想删除的记忆

“光影为纪 聚力同行”
创新业务交流会长沙举行

第二十一届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闭幕

影片的核是一部爱情片

《中国电影报》：从导演的角度

来说，您觉得《叫我郑先生》讲了一

个怎样的故事呢？

邹德全：其实是爱情，因为这个

人物的动机就是爱情。如果让我给

这个故事做一个类型化的定义的

话，它就是一个爱情片。它里面可

能会存在很多文化上的角度和结构

上的类型，你可以说它是公路片，你

可以说它聚焦老人没有问题，你可

以说它聚焦阿尔兹海默症，这些都

是它的元素，但是它的核是一个爱

情片。

《中国电影报》：公路类型的电

影涉及到很多场景的变换，请问您

在 拍 摄 过 程 中 有 没 有 遇 到 什 么

困难？

邹德全：其实也有，但基本上都

挺给力的。在拍环岛的时候最大的

问题就是那个时候进入了雨季，总

下雨，比如像森林里面，还有民宿那

场烧纸烧梳子的戏都是在下雨。这

种公路片对于我这个故事而言天气

是最大的问题。再就是路途，大家

转场次数很多，基本上一个地方扎

两三天就得转场，我们的美术和服

化就比较折腾。

《中国电影报》：整部电影里面

最能打动您的部分，或者是您在创

作的时候最喜欢的部分是哪里？

邹德全：其实挺多词我自己都

觉得我写得挺好的。“每个人都得有

个念想”，念想这个词特别好，特别

有烟火气，它是每个人必须得有的

一个东西。我们小时候的念想可能

是颗糖，上学了之后念想可能是学

习成绩好点，谈恋爱了念想可能是

一个心仪的女孩，然后大点儿的念

想可能是孩子茁壮成长父母健康，

再大点儿的念想可能是事业成功。

就是人都有个念想，念想其实是人

的一个动力、动机。这个念想对于

片子里的郑先生而言，极其重要，阿

灰也是如此。还有我印象比较深刻

的就是他烧梳子那场戏，下着小雨，

他在民宿里边，特别平淡地说着，

“今天是老哥们儿的头七”。我要写

的是那种无力感，你感觉他的语气

和语调很平常，但是他话里的内容

是极其悲伤的，哥们去世了，我这之

前还约好了一些事干不了了，然后

我最近身体也不好了，记忆力越来

越衰退。

我比较难受的一点，就是老人

的那种“习惯了”，当我们刚刚步入

老年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自己老的

时候，我们第一个状态应该是去对

抗它，就是我们常说的“不服老”，但

是当进入到后半段的时候，他已经

进入一个妥协的状态，他已经把自

己标签到老人的那个行列中了，他

说出那番话其实是极其无奈，但又

不得不坦然接受，因为这几年他可

能一直在不停地接受这种东西。

《中国电影报》：电影里有没有

一些桥段是您真实经历过或者听说

过的呢？

邹德全：书店那场戏里有很多

留言，全都是真的。因为我老家是

青岛的，青岛有一家书局叫良友书

局，就是看书的地方，有人会在那

卖一些画、办个小的画展，旁边就

有一个可以坐着喝东西的地方，有

很多的留言簿。最早可能从零几

年开始就有，因为那个书局很老

了。我那段时间写本子憋不出字

来，就溜达到那里，看看人家的留

言。看人留言其实挺爽的，爽点就

在于你好像看了别人的小秘密，但

其实也不是，因为你不知道那是

谁，却是一件可以让你稍微窃喜的

事。现在呈现在片子当中的留言，

当然都是经过一些修改的，但我可

以说每一个后面其实都是有原型

的。再就是红包场，我也去过的，

还有一个地方，类似于舞厅，不光

有老头，还有老太太，有点像我们

的广场舞，但是气氛不一样。我们

的广场舞更多的其实是本着强身

健体，大家聚会玩玩的想法，但是

他们那种舞厅就有点追忆青春的

感觉，放的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歌，

跳的是他们那个年代的舞步。那

个地方为什么那么多老人愿意去，

因为那能让他们感受到曾经的青

春，和红包场其实是一样的。

“他笑的那个瞬间，把所有

的距离感都抚平了”

《中国电影报》：涂们老师是如

何与这部电影结缘的呢？

邹德全：因为剧本有我参与，所

以在写的时候，你脑子里面就有一

个男主的形象摆在那里。我见了很

多 60岁以上的男演员，基本上都见

到了，我并不是说其他演员老师不

好，只不过因为写了剧本之后就会

有先入为主的概念，已经种下一个

郑先生的形象了，因此你就想要去

找贴合形象的那个人。当时我在北

京的一个放映会上，看到了涂们先

生《老兽》的海报，那张海报给我的

印象很深刻，在我的理想状态中，郑

先生首先是需要具有北方人那种硬

朗的质感，气质上也需要让人有一

种生人勿近的感觉，但笑起来就需

要有极具亲和力的感觉，总结起来

就是看起来没有温度，但当你靠近

他的时候，你就会被他的那种感染

力深深的吸引住，于是我看到这个

海报之后一下子就确定了涂们

先生。

于是我就想见他一次，第一次

见面的时候我拿了一个摄影机，就

放在旁边录我们的聊天，聊某个话

题的时候，他突然就笑了一下，当时

是在工作室里面，我坐的位置是顺

光，他是逆光。他坐的位置比较靠

里，虽然夕阳没有洒在他的身上，但

整个屋内的气氛就很暖，当时他笑

的那一下，我就觉得郑先生就应该

是他。他笑的那个瞬间，把所有的

距离感都抚平了。

他是一个极具亲和力和感染力

的一个人，是一个你想主动和他聊

天和交朋友的一个人。

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涂门先生

跟我说得比较多，他对故事还是比

较认可，另外在我们还没有最终确

定合作的时候，涂们先生已经对人

物本身做了很多的功课，这一点让

我挺感动的，因为在没有确定合作

之前，演员不会跟你聊特别多，所以

当涂们老师跟我说他对郑先生这个

人物的想法，以及他认为什么样的

表演更舒服、更合适一些的时候，不

仅让我受益良多，更让我们彼此达

成了共鸣。

《中国电影报》：您现阶段的念

想是什么呢？

邹德全：我在现阶段的念想就

是把眼前的工作做好，孩子和父母

都健健康康的。年龄大了，念想就

会比较现实。

为什么很多创作是在没有特别

多依附之下创造出来的，因为那个

时候的人其实是很自我的，我觉得

好故事的作者一定要自我，因为他

要建立极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

只有建立起了这种独立性的世界

观，他才可以创造出一个好的艺术

作品。但我们不是说脱离社会，当

你更踏实地回归于社会，在家庭中

生活的时候，家人的感染力是很强

的，无论是你的父母、你的另一半，

还是你的孩子，他们对你的影响是

极大的，你会渐渐地把自我的状态

给释放开，让“自我”变得更大一些，

这时候你就不光是你，你身上有了

很多其他的标签和符号，以及位

置。所以我现在的念想，就是把事

做好，把我想表达的东西写出来拍

出来，家人都健健康康顺顺利利的

就行。

《中国电影报》：有没有哪一场

戏甚至感染到了现场的工作人员？

邹德全：红包场那场戏有很多

群演，很多人都哭了。群演其实都

是在旁边，因为空间很小，大家都离

得不是很远，声音也都是现场采的，

涂们老师整段的表演我都用的是现

场音。王真儿老师特别敬业，她和

涂们老师搭戏，无论这个镜头在不

在她那儿她都自己上。这两位老师

都是如此，从来没出现过正反打镜

头对面没有人的情况。无论多么长

一段，包括最后海滩那场戏，天气不

断在变化，特别晒，而且紧靠着海

边，紫外线特别强，但即使这样，两

人都没有离开，都在那里配合对方

完成整段的表演。说回来红包场那

场戏，那个镜头就是郑先生看着阿

灰在台上唱歌，并且那首歌触动了

他，让他回忆起了很多东西，现场有

很多人流泪，有很多人问：“这个老

爷爷是谁啊？拍得好好啊！”

《中国电影报》：这个电影是围

绕记忆、思念展开的，您希望观众看

完电影后记住电影的哪些部分呢？

邹德全：我想让看完的观众都

意识到很可能有一天你也会得阿尔

兹海默症，很可能到了那一天的时

候，你都筛不出来你想保留哪一段

记忆。所以与其这样，在你现有的

生活中，过得精彩一点，让它更轰轰

烈烈一些吧。

也就是说，当你意识到你哪一

天会得阿尔兹海默症，让你筛选记

忆，问你最不想删掉哪一段记忆，

你能不能说出来。如果不能，那我

觉得，你过得不够轰轰烈烈，过得

太约束自己了。我觉得人在现有

社会其实应该大胆一些，大家现在

无论是在疫情上还是经济发展上

都过得很拘谨很小心翼翼，人本身

的探索欲越来越小了。我觉得无

论是爱情还是工作生活，只有你勇

敢地去做了、放开手去做了，无论

成功与否，都会成你最后不想删除

的记忆之一。

本报讯 11 月 18 日，“光影为

纪聚力同行”创新业务交流在长

沙新闻大酒店和芒果国际影城东

风店举行。湖南省委宣传部电影

处副处长刘开云、湖南省广电集

团技术调度中心副总监汪应球等

参加活动。主办方代表楚湘院线

公司董事长李胜致欢迎词，楚湘

院线总经理李正文，省电影行业

协会，各市州农村电影院线，以及

有关影投公司负责人等莅临交

流会。

本次活动由湖南楚湘影业有

限责任公司主办，湖南省电影行

业协会、湖南省电影发行放映中

心有限公司支持，芒果影业科技

有限公司、芒果国际影城东风店

承办，旨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分享先进技术，激发创新理

念，提振信心，鼓舞士气，凝聚

人心。

来自中影器材、中影巴可、

中影华夏电影科技、中影新农

村、中影珠海、中影博圣、哈曼投

资、安恒利影视设备、阿里影业

云智软件、索威科技、飞朗电影

设备、同辉佳视、抖音、振企网络

传媒等多家单位的代表与大家

分享交流了《CINITY技术革命级

视听》、《云平台票务系统升级新

功能》、《VR 时代助力现代化影

院》、《影院音响新形态》、《新媒

体影院创收新玩法》、《数字电影

放映设备精准维护》、《农村公益

影片推荐》、《农村公益电影设备

维护》共八堂课程，大家受益颇

深，收获满满。

（赵丽）

本报讯 近日，中国高等院校影

视学会第二十二届年会暨第十五

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在北京南京

两地、线上线下同时开幕。来自北

京电影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传媒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

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 400余所

高校超千名影视学者相聚云端，围

绕“中国影视学科知识体系与人才

培养：新路径与新模式”的主题，并

就如何“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

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以及执行落实《研究生教育学科专

业目录（2022年）》展开深入研讨与

交流。

在开幕式上，全国政协委员、

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

会长田进向年会和论坛的胜利召

开表示祝贺，指出构建中国影视学

科知识体系与推进高端人才培养

要坚持三个原则：一是坚持自信自

强，二是坚持守正创新，三是坚持

观照时代。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副

司长（主持工作）李忠志在致辞中

指出，衷心希望中国高等院校影视

学会充分发挥学术优势和密切联

系高校的特点，在理论研究、智库

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继续发挥更

大作用。

南京大学副校长陆延青在致

辞中介绍了南京大学百廿办学历

程和学科建设情况，对长期关心支

持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及影视学科

发展的各位学界同仁表示衷心的

感谢。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张树庭教

授在致辞中指出，中国影视学科知

识体系与人才培养这一会议主题

意义重大，对高校来说非常迫切，

这展现出学会对国家重大战略亟

需和发展趋势的精准判断，展现出

学会对中国影视教育事业的精准

引领。

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会长、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学部长、中

国艺术研究院丁亚平表示，学会一

定带动全体会员做好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并推动

学会在中国影视学科知识体系构

建中贡献智慧，为中国高校影视高

端人才培养提供精准助力。

开幕式上，中国高等院校影视

学会还与广州大学生电影展组委

会、福建省平潭综合试验区管委

会、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北京国

际电影节组委会等多家单位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为全体会员搭建更

多高端共享平台。

在随后举行第十五届中国影

视高层论坛主题论坛上，北京电影

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胡智锋教

授做了题为“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

中国电影发展新空间”的发言，指

出要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今后一

个历史时期中国电影事业产业发

展的根本方法。首先，要开辟新道

路，始终坚守中国特色，始终坚持

高质量发展模式，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始终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

发展战略；其次，要树立新理念，传

递共同价值，分享共同经验，呈现

共同情感；第三，要书写新形象，奋

力书写伟人形象，用心书写英雄形

象，用情书写新人形象；第四，要构

建新话语，在创新技术话语、艺术

话语、文化话语、学术话语体系的

同时，不断做大做强传播渠道、平

台，提升话语传播力。

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周宪

在题为“电影哲学在电影研究中的

重要性”的发言中认为，电影学作

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电影哲学

不可或缺。在中国电影崛起的当

下，在大力发展中国电影学的学科

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语境中，电影哲

学扮演了极为重要的知识学角色，

很多有关电影的基本问题最终都

需要在电影哲学层面上得到解

答。晚近国际电影学界出现了所

谓“电影哲学的转向”，这个转向标

志着电影学知识体系的一次重构。

教育部戏剧与影视学类教学

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学会学术委

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

传媒学院周星在题为“新文科建设

与新学科目录：影视传媒学科的矛

盾统一”发言中指出，在新学科目

录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学”改

“专”、“学”改“学”、增设“学”、增设

“专”等情况。未来，影视传媒专业

建制需注重如下方面的平衡与统

一：招生方面，在才华与素养之间

寻求平衡；培养方面，技能不舍，文

化强化，双管齐下；师资方面，追求

职业行业与专业的两位一体；专业

性测量方面，兼顾阶段成果与文字

刊发两个维度；毕业要求方面，注

重高端创作与论文互证，缺一

不可。

丁亚平在题为“中国自主影视

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与途径”的发

言中指出，数十年来中国影视学科

的发展，在西方知识体系下是否存

在水土不服的症状，如何调整和改

变是讨论自主的目的所在。自主

逻辑体现在新时代语境下影视学

科知识体系的调适。影视本身的

知识生产、知识的变化也体现了自

主逻辑的深层要求。传统影视学

科知识体系显然已无法满足影视

知识生产中的新内容，提示了影视

学科知识体系的更新。我们需要

一种内在视野，从内在驱动论的维

度来探索中国影视学科知识体系

的自主性，还需要三种外在参照，

一是中国影视产业的发展，二是科

技对影视的赋能、媒介对影视的影

响，三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院院长

王海洲教授做了题为“艺术专业博

士学位建设的挑战与思考”的发

言。他指出，当前艺术专业博士学

位建设面临着若干挑战：满足国家

急需，满足事业产业急需，满足艺

术教育急需，解决艺术教育中存在

的关键问题，满足国际认同之需；

未来努力的方向在于：力争艺术专

业博士学位建设有一个合适的起

点，力争处理好艺术实践需求和高

等教育的关系，力争确认一套合适

的考试考核标准，力争在兼容现有

人才培养方式优势的基础上进行

创新性探索。

（影子）

本报讯 11月20日，第二十一届

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ISFVF）闭幕

式暨颁奖典礼在北京电影学院举

行。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著名导演、

影展名誉主席、评审委员会主席谢

飞，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

长、影展主席胡智锋，北京电影学院

副校长、影展策划俞剑红与各院系部

门领导及师生们欢聚一堂，共同回顾

第二十一届 ISFVF影展的精彩时刻，

点燃属于青年电影学子的荣誉之炬。

在过去的一周里，ISFVF影展在

既有的经验与基础上锐意创新，本着

更好地为专业教学服务的宗旨，调整

了奖项设置，优化和改进了评审流

程，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

办。56部风格多样的学生佳作在海

淀和怀柔两个校区展映，为电影学院

短片教学和实践创作带来了丰富的

反馈和启发，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胡智锋在致辞中表示，ISFVF影

展 21年来始终秉持面向全球、面向

青年、面向影像艺术的理念，不断地

拓展参与的国家和区域，吸纳一批又

一批年轻的创作者加入，不断地呈现

和交流着影像艺术探索创新的新方

式、新理念和新内容。今天的世界正

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变，人类正面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ISFVF作为国

际学生用影像进行交流的重要平台，

理应在推进和平、发展、自由、民主的

人类共同价值方面，在推进技术、媒

介、文化融合创新方面不断做出新的

贡献。

在一周的放映中，组委会共收到

了约 1700份评分反馈，最终统计得

出十部最受观众们喜欢的短片作

品。最终，比利时短片《家具展》、墨

西哥短片《随遇而安》、澳大利亚短片

《鸵鸟先知》、匈牙利短片《幕后》、中

国短片《金鱼罐儿》、德国短片《安全

到家》、英国短片《团圆》、黎巴嫩短片

《请告诉我》、中国短片《关于我母亲

的一夜》、英国短片《#3099》获得优秀

作品荣誉。匈牙利短片《幕后》、英国

短片《#3099》、德国短片《安全到家》

获得“评审会特别奖”。

（影子）

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
第二十二届年会举行

如果上天只允许你记住一件事，你会选择记住什么？

“很可能有一天你也会得阿尔兹海默症，到了那一天的时候，你都筛

不出来你想保留哪一段记忆。所以与其这样，就在你现有的生活中，过得

精彩一点，更轰轰烈烈一些吧！”导演邹德全说。

正在热映的《叫我郑先生》讲述了不忍忘却亡妻的郑先生，在彻底失

忆之前，只身踏上寻找妻子共同记忆的最后旅途。

影片由林炳坤监制、邹德全执导，涂们、王真儿主演。通过这部影片，

导演邹德全想要传达一种努力生活的态度：“无论是爱情还是工作生活，

只有你勇敢地去做了、放开手去做了，无论成功与否，都会成为你最后不

想删除的记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