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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走入导演这一行，你一定要

清楚一点，沟通很重要，有时候悉心倾

听他人的讲话也是一门艺术，而非盲目

坚持，坚定自己要走的路一定是对的。”

在昨天举行的“亚洲电影沙龙”交流活

动中，电影制片人施南生点出了一个创

作者的普遍心理误区。 论坛现场，上届

以及本届亚洲新人奖评委会主席施南

生、宁浩，以及青年电影导演石井裕也、

赵德胤、苏有朋、大鹏等业界前辈纷纷

向电影新人谈出自己的创作感悟。

处女作获得亚洲新人奖的肯定，今

年又担任这一奖项评委会主席的宁浩，

就年轻电影人的成长谈了一个作为导

演的体会。他认为，“好多年轻人想要一

步到位，拍上一部轰动市场、得到大众

认可的电影，但其实放眼影坛，很多导

演在拍第一部作品之前，都得花费很长

的时间去沉淀准备”。注重沉淀，别幻想

一部成功，是宁浩对初入电影圈年轻导

演的寄语。 宁浩同时看到，近几年媒介

技术的迅速发展，给年轻人带来了许多

机遇和挑战，这让新人新作气质更为多

元，且技术层面上的问题越来越少。 只

是，“技术很容易掌握，但对于这些导演

来说，讲故事的能力仍需提高”。

在导演赵德胤将看来，影圈好比江

湖，导演要一展拳脚必须先练好“扎马

步”。 “年轻电影人不要急于拍第一部

片，应该先去摸索、学习包括摄影、剪辑

等，争取对电影的主动权。 这样即使没

有外部资金支持，你也能用最少的钱完

成一部作品。 ”正是靠着这样的成本把

控意识，赵德胤入行的首部作品仅花费

两万元，相当于三张国际机票钱。 从演

员“晋级”导演的苏有朋，则建议年轻导

演在拍摄第一部电影长片之前，先拍短

片练手，好“对自己做一个客观的评价

和梳理”。

在不少业人士看来，如何在自我表

达与市场需求中找到平衡，是青年导演

必须面对和决绝的问题，也是不少创作

者跨不过去的坎。有投资人指出这样一

个创作误区———很多年轻导演想法过

于冗杂，什么都要。 尤其是一些艺术片

导演，上来就向投资人要 500 万甚至 1000 万，这缺乏对作品

的基本判断与对行业的敬畏心。秉持这样的理念拍电影，会给

投资、宣发等环节设置难题。在行业“推手”们看来，“成熟且对

行业有着单纯追求”的作品才是最受市场欢迎的，年轻人首先

要对市场和自己的能力有认知。

当年《疯狂的石头》被称作对票房的“偷袭”，事实上，任何

一部新人作品的成功都不可能轻轻松松。 坏猴子影业 “掌门

人”之一王易冰以《我不是药神》与《绣春刀Ⅱ》两部作品为例，

点出青年导演作品的正确打开方式， 及其背后不为人知的努

力。这两部影片之所以成功，与导演的坚持有关：为了《我不是

药神》的剧本，文牧野埋头创作了一年零八个月；《绣春刀Ⅱ》

的原始剧本被宁浩推翻之后，路阳把自己关起来，几度易稿，

才完成了一个受到市场认可的全新故事。“年轻导演最大的问

题就是缺乏韧劲，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很难。”博纳影

业副总裁陈庆奕则在技术之外， 对新导演摆正创作心态提出

建议，“导演要以一个相对平和的心态来面对成功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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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会给影视业态
带来怎样的冲击

上海国际电影节首设“短视频探索”单元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愈发成熟， 短视频逐渐成为最受大众

喜爱的文艺样态之一。 为此，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设

立了“短视频探索”单元，为优秀短视频作品提供展示评奖平

台的同时，也让短视频从业人员探讨最新的行业动态。

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从几小时到几分钟，短视

频打破了传统审美与创作习惯；在无处不传媒、物物是媒介、

人人可创作的当下，短视频成为一种崭新的视像传播样式。

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短视频用户达到五亿。 借着上海

国际电影节， 业内人士探讨了短视频行业为影视产业带来的

各种可能。

“短视频是诗或散文，比短片更自由”

麦子（青年导演，“短视频探索”单元评委）

短视频与短片为青年导演试水创作提供了机遇。 因为不
管从资金方面还是创作环境来说，一部长片所要花费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都是非常浩大的。 青年人如何界定这个创作主题
是否适合自己？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短视频试水。短片与短视
频还不太一样：短片需要一个相对完整的剧情，要有开始，有
结束，更像是一部短篇小说；短视频如果用文学来比喻的话，

是诗或者是散文，以小见大，涵盖各种各样的东西。 并不是说
它比短片更低配，而是说它比短片更自由。

“分众时代创作者更要忠于自我”

周圣崴（青年导演、“短视频探索”单元评委）

互联网时代消除了技术和身份的边界。 过去大家只能看
电影界人士拍出来的东西，但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创作短视频，

每部短视频都有火爆的可能。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创作者更需
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因为过往的传播格局已经被打破，每个人
都能表达自我，而不再是追随某种“美学”，大家跟风而上，分
众时代已然到来。

另一方面，创作者需要具备分享式的思维。比如提供一个
故事框架与创作理念，让更多人通过网络加入进来，让作品跨
越拍摄时间与地域的局限，实现创意与资源的优化组合。

“在情绪碎片中提取大众情感最大公约数”

侯小强（金影科技创始人）

在我看来，优秀的短视频作品，要符合几个标准：第一个
故事得新鲜；第二个故事得真实，不可假大空；第三个要有辨
识度；第四个是有稀缺性，以前没有出现过。

创作平台之外， 短视频平台也是创作者寻找当下大众思
想共识与情绪共鸣的有效途径。无论是长电影亦或是剧集，内
容创作的基础是题材的共情能力， 而这个共情能力一直在变
化。 短视频平台是即时“碎片情绪”的载体，从这些碎片情绪
中，能够很快提取出当下观众的最大情感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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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电影《头顶太阳永不落》
获评“最受观众喜爱影片”

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落幕

本报讯 （记者宣晶）昨晚，第 22 届上海

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之夜在上海国际

旅游度假区迪士尼小镇的华特·迪士尼大剧

院举行。经由观众与媒体评审的推选，来自匈

牙利的阿尔帕德·博格丹（《创世纪》）和来自

中国的王丽娜（《第一次的离别》）获选“媒体

关注电影人”；俄罗斯影片《头顶太阳永不落》

和白俄罗斯影片《水晶天鹅》获选“媒体关注

影片”；《头顶太阳永不落》还成为“一带一路”

电影周“最受观众喜爱影片”。

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年共收到来自 “一带

一路”沿线 1875 部影片报名，覆盖 53 个国家

和地区，24 个国家的电影节联盟成员机构推

荐了最新影片参加“一带一路”电影周展映。

电影周最大赢家俄罗斯影片 《头顶太阳永不

落》，虽然只有两位主要演员，却巧妙地将社

交媒体画面与自然风光融合， 利用各种互联

网符号给影片中青年人和老人的“忘年交”题

材注入新鲜感与喜剧元素， 并将生与死的沉

重话题也处理得恰到好处。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推动下， 通过电影

开展文明的交流互鉴，正成为“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参与地区越来越多电影人的共识。

一年前，“一带一路” 电影节联盟在上海

国际电影节期间成立，并举办了首届“一带一

路”电影周。 短短一年，联盟的平台效应已不

断提升能级。 联盟由最初的 29 个国家 31 个

成员参与， 发展到今年 33 个国家 38 个成员

参加。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首日，“一带

一路”电影节联盟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启动

新一轮合作。发布会现场，来自希腊的代表道

出参与者的心声：“在上海， 我找到了中国合

作方、中国买家，一部新锐作品即将有机会在

国际性舞台上大展身手。 ”

昨晚的“一带一路”电影之夜吸引了众多

海内外知名人士参与。 菲律宾著名导演布里

兰特·曼多萨、柏林电影节最佳女主角获得者

咏梅、以色列导演那达夫·拉皮德、第 72 届戛

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艾米丽·比查姆等中

外电影人先后登台亮相。

本届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在“生活

之光”的主题下，举行了电影展映、电影学堂、

高层圆桌峰会等活动， 通过电影多元文化在

上海交流互鉴。

文化

4K修复版《三毛流浪记》亮相电影节
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 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部公映的国产电影 《三毛流浪记》， 18

日晚以 4K 修复版亮相第 22 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 “光影记忆·时代经典：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特别影展” 单元， 在上海电影博物馆

进行了一次特别放映。

于 1949 年 12 月上映的 《三毛流浪记》

总长 71 分钟， 由上海昆仑影业公司摄制 ，

赵明、 严恭执导， 阳翰笙编剧， 王龙基主

演 ， 为三毛配戏的演员则包括上官云珠 、

黄宗英、 赵丹、 孙道临等知名演员。 电影

根据张乐平创作的同名漫画改编， 通过孤

儿三毛在旧上海的种种遭遇， 展现了旧社

会广大城市流浪儿童的悲惨命运。

虽然距离电影的首次放映已经过去 70

年， 但头上三根毛、有着蒜头鼻和大脑袋的

三毛依旧凭借着是非分明、爱恨直接的银幕

性格，让不少观影的小观众又哭又笑。 也有

不少资深影迷对影片的幕后花絮津津乐道。

据悉，因为漫画《三毛流浪记》中三毛喝糨糊

后肚子痛的情节给当时的小演员王龙基造

成了 “阴影”， 正式拍摄时虽明知喝的是藕

粉， 但他的表现始终没能达到导演的预期。

于是， 剧组当天对他 “禁食” 半天， 让他

真正带着饥饿感去表演， 这才有了银幕上

三毛抱着糨糊桶猛喝的画面。

除了打动人心的剧情， 《三毛流浪记》

还有一个特殊的 “身份”， 它是我国电影史

上跨越两个时代的影片 。 据悉 ， 影片于

1948 年 10 月开拍， 随即遭到反动派的阻挠

和恐吓， 编导收到了不少匿名信， 致使拍

摄进度缓慢。 上海解放后， 影片的拍摄才

走上正轨。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抒发解放

的激动心情， 剧组还特地补拍了三毛参加

庆祝解放大游行的结局。 之后， 电影 《三

毛流浪记》 还跟随宋庆龄参加庆祝解放的

义演义卖慈善活动。 随着影片在上海和南

京等地的上映， 张乐平和他笔下的三毛愈

发深入人心。

此次放映的 4K 修复版人像清晰、 画面

平稳 ， 其背后所花费的工程也相当庞大 ，

需要数字化修复团队付出大量精力。 原始

素材大量划痕、 脏斑、 褪色、 闪烁、 变形、

虚影等不同程度的破损， 都是修复人员需

要一个个攻克的难题。 据悉， 一部 70 分钟

的影片需要修复的画面就多达 10 万帧。

从第 16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始， 影迷

就有机会欣赏到多部经典佳作的 4K 修复版

本。 《三毛流浪记》 4K 修复版的放映， 也

是向所有投身于上海电影事业的艺术家的

一种致敬。 记者获悉， 修复版 《三毛流浪

记》 将于今年国庆期间登陆院线。

他所有的电影，都是表达人类宿命的语言
“向大师致敬”单元锁定希腊导演西奥·安哲罗普洛斯

对安哲罗普洛斯， 说任何话都是多余

的。 从 《养蜂人》《雾中风景》《永恒和一天》

中，我们觉察到那种反爱森斯坦蒙太奇的力

量：他的诗意长镜头，以及那贯穿所有片子

的、深藏着的孤独。

我们熟知的爱琴海文明，是古希腊的战

和血，是狡黠的尤利西斯和暴怒的奥林匹斯

之王， 是横穿海洋偷取金羊毛的伊阿宋，是

刚烈的女子美狄亚，是愤然与命运抗争的俄

底浦斯。 而这些古希腊文明中的英雄，美，崇

高，冒险，在安氏的电影里是统统看不到的，

他的电影似乎只为追寻一个主题： 众神死

后，世界会是怎样？

今年上影节“向大师致敬”单元，锁定的

大师之一便是希腊电影导演西奥·安哲罗普

洛斯。 在安氏 76 年的生命和 40 多年的电影

生涯里，除早期一部未完成的故事片和最后

拍摄了一半的遗作外，共创作了十三部剧情

长片和两部纪录片。 大师生前曾将电影划分

为智性电影和感性电影。 他说，有些电影是

从理性出发的，有些则不。 在他所有作品中，

《养蜂人》 一片是被他亲手从智性电影的阵

营中“摘”出去的，由此可见它的特别。

电影开始后的第一条字幕， 不是片名，

不是导演名，而是主演的名字：马塞洛·马斯

楚安尼。 1986 年，马斯楚安尼已 62 岁，比起

拍费里尼《甜蜜的生活》时，他在《养蜂人》中

的角色又老又颓又发福，还有些驼背。 由他

饰演的斯皮罗，是个正在老去的养蜂人。 春

天里，他的大卡车带着蜂箱一路去追着各种

花开， 停留在一个又一个地图上都没的地

方 ，凄楚 、孤独 、迷茫 、矛盾 、困惑 、沉默 、颓

废、敏感，混织在一起，铺满在一张皱褶的老

脸上。 随着他的老伙伴一个个因体力不支离

开了放蜂者的队伍，他很清楚这一趟，可能

是他作为养蜂人的最后的旅行。

在二女儿的婚礼上，他是一个游离在家

庭之外的人，长期出车在外，使他的精神和

肉体一直在“在路上”。 安哲是那么善于为作

品设置游离于生命体验之外的超现实意象：

《养蜂人》 中， 斯皮罗带着一车蜂蜜远走他

乡；《雾中风景》中，未成年的兄妹俩对父爱

悖论式的寻找；《鹳鸟的踟躇》里那场两岸相

隔的婚礼……这些镜头的原创性、想象力和

诗性，屡屡击中观影者的内心。 只要粗略查

看对安哲罗普洛斯影片的评论———不管是

出自专业影评人之手， 抑或业余的感慨，我

们总能发现诸多“附加值”，这些“附加值”，

无一例外地与拷问生命的意义相关，与在路

上的终极追寻相关，与孤独地审视个体间的

疏离相关。

女儿婚礼那个全家合影的场面滑稽而

让人印象深刻。 儿子低着头，母亲看着父亲，

父亲看着女儿，女儿看着丈夫。 每个人都在

看着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而被看的人却不

知被注视着，无法沟通的情感，在凝视中留

在无望的底片上。

在放蜂路上，老斯皮罗遇到一个年轻女

孩。 她无所顾忌地爬上他的副驾驶座，然后

说：“去哪里都行，只要离开这里。 ”她肆无忌

惮住斯皮罗的小屋，吃他买的食物，从他口

袋里拿钱，连易拉罐都让斯皮罗替她开。 她

从不回报什么，一切都那么理所应当，就像

孩子从爸爸那里得到庇护一样。 然而，她鲜

活的生命力不知不觉注入了他老去的灵魂

和身体……

片中这个女孩的名字一次也没出现。 我

愿意认为，她是生命的隐喻，是这老人正在

失去的一切。 她有年轻的脸庞，躁动的激情。

在他的身边，她像太阳般耀眼，像月亮般皎

洁；她是生命力罔顾一切的冲动，蛮横无理

地闯入我们的生活， 毫无理由地支配我们，

她让我们看到希望，又在我们想要抓住时弃

我们而去。 安哲把一切安排在充满希望的春

天……而四月却是最残酷的季节。

终于， 斯皮罗与女孩来到一个破落剧

场，他们躺在空寂的舞台中央，火车在门外

轰隆隆驶过，在这里火车形成的隐喻是彻底

的绝望：对女孩来说，斯皮罗是她青春旅途

的过客，只是“碰巧路过”；而斯皮罗却把她

的离开，当成了生命的终点。

影片的结尾，斯皮罗掀翻了蜂箱，放走

了蜜蜂。 它们飞得漫山遍野，一个个白色的

蜂箱远望就像一个个的墓碑。 斯皮罗倒下，

任凭蜂毒蛰死自己。他的一只手不停叩击着

身下的泥土，仿佛在完成对生命的质询……

这部摄于 1986 年的电影和《永恒和一

天》有着共同的主题，即人怎样面对老去和

死亡。故事从来不是安哲电影的重点，有些

导演的电影会用长长的对白展示自己的意

图，而安哲有安哲的方式。 作为“沉默三部

曲”之一，《养蜂人》是一首从导演心中溢出

的诗歌，忧伤时，他不用眼泪，而是雨落在

餐桌上的玫瑰花束， 几乎能嗅到潮湿的味

道；离别时，他不说再见，而是老父亲一把

抱起女儿，给她念童年时曾念过的歌谣，恰

到好处的留白给人们留下无限想象的空

间。

安哲曾说，我拍的是同一部电影，我所

有的影片只不过是这一部电影里的不同章

节，要是给这一整部电影起名字，那应该就

是“人类的宿命”。他对电影的理念，便是表

达人类宿命的语言。

然而， 安哲那些充满诗意的寓言式作

品对观众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据说他的电

影曾让韩国导演金基德昏睡， 醒来后便提

前离场。 他的电影极度考验观影者的耐心，

考验你是否能将电影与娱乐划清界线。 《流

浪艺人》 在近 4 小时的片长中只用了 80 个

镜头，导演对镜头的编排功力发挥到了近乎

“变态”的极致：摄影机优雅又不安地扫过大

片凝固的风景，穿过空旷的静物，最后停留

在拥挤的人潮。

这从一定程度上折损了安哲影片的“普

适性”，故而《尤里西斯的凝视》在 1995 年的

金棕榈争夺大战上惜败库斯图里卡的 《地

下》而只捧得了评审团大奖。 这种建立在复

杂调度基础上的变焦推拉的长镜头，在《地

下》喷薄而出的欢谑气质面前，显得孤绝而

落寞。 三年后，他凭《永恒和一日》终于摘获

金棕榈。

截取他 13 部长片中的任意片段， 你会

发现那种饱经风霜的华丽和朴素深邃无处

不在，安哲让现实与超现实以一种“作者主

导”的方式存在于电影之中。与此同时，这种

强烈的“作者电影”在成就他的同时，也让他

失去了票房的眷顾，安哲无任何一部作品进

入院线上映这个事实说明了这点。

对此，他一笑置之。事实上，正是那些行

走在票房边缘的人， 成为了书写电影史的

人。 正如他所言，“我相信不管在什么领域，

真正的变革都不是由多数而是由少数完成

的，即那些例外者。 ”

■本报记者 张祯希

俄罗斯影片 《头顶太阳永不落》 海报。

从《养蜂人》《雾中风景》到《永恒和一天》，我们察觉到贯穿安哲罗普洛斯所有作品的、深藏着的孤独。 图为《雾中风景》剧照。

■本报记者 陈熙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