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贻弓导演作品
《城南旧事》 上映时间：1983 年

主要演员：沈洁 张丰毅 张闽 郑振瑶 严翔 袁佳奕
这部上映于 1983 年的影片是吴贻弓首次独立执导的电

影，在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选中获得最佳导演奖。 《城南
旧事》被认为是吴贻弓在《巴山夜雨》之后，对传统诗学意境加
以进一步发挥的作品。影片中的那曲《送别》，也是吴贻弓自己
记忆中“那首一唱就想哭的歌”。

《巴山夜雨》 上映时间：1980 年

主要演员：李志舆 张瑜 林彬 茅为惠 欧阳儒秋
与著名导演吴永刚联合执导《巴山夜雨》，以一个独特的

角度和构思，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众生相。 有影评人认为，

影片对人性的剖析、挖掘，使这部影片成为一首情景交融的抒
情诗，显示了吴贻弓电影风格对传统诗学意境的追求。影片在
次年获得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

《阙里人家》 上映时间：1992 年

主要演员：朱旭 赵尔康 张文蓉 魏宗万 宁理
《少爷的磨难》之后再次回到了《城南旧事》的风格，结合

当时的市场环境，《阙里人家》引发了不小的讨论。导演黄健中
就认为这是电影商品化后，“讨论文化”的案例。

《少爷的磨难》 上映时间：1987 年

主要演员：陈佩斯 赵家玲 李纬 罗尔夫·霍帕
《少爷的磨难》是吴贻弓担任总导演，张建亚担任导演的

一部不那么吴贻弓的电影———这是一部喜剧电影， 而主演陈
佩斯当时已经通过春晚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喜剧明星。 这是
吴贻弓就任上影公司总经理以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 面对为
什么拍摄一部喜剧时， 他这样回答：“我希望能给人们带来愉
快。 如果谁有烦恼、谁有忧愁，就请他去看这部影片吧。 ”

《姐姐》 上映时间：1984 年

主要演员：宋春丽 陈红 史淑桂 王之夏
《姐姐》描写红军西路军几位小战士对自己既定信念的追

求。 梨园口一仗后幸存下来的战士，为返回革命队伍，忍受着
伤病、饥饿、劳累，艰苦地行走在无垠的戈壁、茫茫的沙漠上。

《流亡大学》 上映时间：1985 年

主要演员：智一桐 向梅 高博 张闵
影片围绕抗日战争初期，江南钱江大学举校西迁的故事，讲

述知识分子的成长和觉醒。 在影片的局部和片断中，吴贻弓有
意识地增加了某些戏剧性的因素，以照顾到观众的欣赏习惯。

《月随人归》 上映时间：1990 年

主要演员：夏宗佑 张文蓉 向梅 高博
离家 30多年的张汉元从宝岛台湾回到家乡。 一对昔日恋

人意外相见，终成眷属。 《月随人归》没有强烈的矛盾冲突，没有
跌宕起伏的情节。 影片中回荡的是一曲深情、优美、舒缓的如歌
行板；流泻的是海峡两岸普通人心灵中的理解、信任和宽容。

《海之魂》 上映时间：1997 年

主要演员：何麟 赵胜胜 吴冕 陈锐 张勇手
《海之魂》是一部全方位反映我国海军走向现代化，表现

当代海军生活的巨片， 也是我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描写我国大
型特混远洋舰队的故事片。 影片主要通过三位海军官兵的命
运，集中表现我国海军的现代化进程。

《我们的小花猫》（短片） 拍摄时间：1979 年

主要演员：白穆 赵抒音 陈文杰
《我们的小花猫》 是吴贻弓第一次担任导演的散文式短

片，重于抒发人物内心感情，又有儿童和动物的戏。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本报记者 何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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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次花车巡游：八面来风酿出上海精彩

昨晚，淮海中路流光溢彩，来自 19 个国

家和地区的近 1500 名表演者和 25 辆主题花

车用欢乐为 2019 年上海旅游节拉开帷幕。花

车巡游， 是上海旅游节的保留项目———1993

年的第四届旅游节上，花车巡游首次亮相，并

成为此后每个旅游节的开场大戏。 细细翻看

这 27 次花车巡游留下的照片与记录，人们能

深深感受到一点： 正是八面来风共建起上海

的精彩。

27 场花车巡游，首先清晰记录了上海走

向开放、走上全球舞台的脚步。

1993 年秋天， 第四届旅游节开幕现场，

首次组成花车巡游队伍的是 11 辆黄浦区国

有企业的品牌花车，“上海牌”活力四射：王宝

和的“大闸蟹”花车，张牙舞爪；小绍兴的花车

上站着只“鸡”，神气活现；吴良才的花车上有

一副“超级大眼镜”；“培罗蒙”花车最有噱头，

3 个 3.5 米高的“模特”西装笔挺，“穿越”人民

广场……

两年之后 ， 1995 年 ， 耗资百万元的

“泰国神游 ” 花车出现在上海街头———这

是旅游节花车巡游首次迎来海外面孔 。

2007 年 ， 境外花车数目首超境内 。 2014

年 ， 已经有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 24 支境外

表演团体参与上海旅游节开幕式的狂欢表

演 。 去年 ， 十多位欧洲国家驻沪总领事来

现场观摩开幕大巡游 ， 上海旅游节尽显

“国际范儿”。

此后，上海移动、蔚来汽车等象征着科技

实力的品牌花车驶入旅游节的欢乐海洋；迪

士尼、欢乐谷、海昌海洋公园等代表着一股新

消费力量的主题乐园花车成为旅游节上的新

面孔；回到花车巡游队伍中的“上海牌”则尽

情展现传统与时尚的交融……

八面来风，欢乐与共，酿出上海的精彩。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

北京各界 ２０ 多万人在

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

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

会。 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 北京市市长彭

真在会上宣布： 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

大地上到处张灯结彩， 锣鼓喧天， 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

完成。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历史的选择。 １９５３ 年， 中共

中央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在总路线的指导下， 社会主

义改造开始进行。 农业一般经历了互助组、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几个阶段； 手工业一般经历了生产合

作小组、 手工业供销合作社、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几个阶段； 对

资本主义工商业， 大体经过了从低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 （统购

包销、 加工订货） 到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 （公私合营） 发展

的过程。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及完成以后， 国家先后以 “四马

分肥” 和支付定息的方式， 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 付给私营工

商业者 ３０ 多亿元， 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 这种做法，

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拥护。

到 １９５６ 年底 ， 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

９６．３％ ； 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

９１．７％； 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 ９９％， 私营商业户数的 ８２．２％，

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 至此， 中国农业、 手工

业、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伴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新的经济基础的建

立，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政治体制、 教育科学文化体制基本形

成。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 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

定了制度基础。

(新华社北京 9 月 14 日电)

吴贻弓走了，留下对电影的美好理想

中国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中国文联原副主席、

中国电影家协会原主席吴贻弓逝世，享年 80 岁

月随人归。 在中秋夜与家人团圆后，次

日早晨，大师驾鹤西去。

2019 年 9 月 14 日上午 7 时 32 分， 中

国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 中国文联原副主

席、 中国电影家协会原主席吴贻弓因病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逝世 ，

享年 80 岁。

吴贻弓祖籍浙江杭州， 1938 年 12 月生

于重庆， 1948 年起定居上海。 1960 年毕业

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 同年回沪工作 。

主要电影作品有 《巴山夜雨》 《城南旧事》

《姐姐 》 《阙里人家 》 等 。 其中 《巴山夜

雨 》 获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 ；

《城南旧事》 获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

佳故事片金鹰奖等国内外奖项， 是改革开

放后第一部获得国际奖项的中国电影 。 在

电影的传承中， 诗化电影是中国电影区别

于西方电影的文化基因所在 。 吴贻弓的

《城南旧事》 是继费穆、 孙瑜、 吴永刚等大

师作品之后， 最具中华美学精神、 中华美

学规范的一部电影。

电影人眼中的吴贻弓

吴贻弓辞世的消息传来，上海电影界乃

至中国电影界都陷入了无尽哀思。

中影集团副总经理、 国家一级导演江

平，曾在原上海电影局工作时给吴贻弓当过

助手。 他对记者坦言：“吴贻弓导演自己说，

他没拍几部电影，微不足道。 我每次要给他

写点什么的时候，他就说，我是一个普通人，

就是一个文艺工作者。 可我们都知道，他对

中国电影意味深长。 ”

曾在《城南旧事》中饰演小英子的沈洁，

如今从事戏剧工作。 “感谢导演给了我一段

特别的童年时光。 在现场拍摄时，他就是位

智慧又幽默的长辈，他的话常常有种温情的

力量。 ”

“普通人” “文艺工作者 ” “一位长

辈” ……借用《城南旧事》里人们耳熟能详的

《送别》歌词———天之涯，人生别长亭；地之

角，光影耀芳草。 吴贻弓走了，但他的作品还

在抚慰人心。

最看重“导演”身份的他，是
中国电影诗化的大家

吴贻弓的电影开蒙来得比同辈人更早。

他曾说， 父亲是他电影路的启蒙人。 父亲

的授业恩师包括李叔同， 这让吴贻弓 “有

种莫名的自豪感”， 以至于后来他在 《城南

旧事》 中用了那首 “长亭外， 古道边 ， 芳

草碧连天”。

上海刚解放那会儿 ，平安 、美琪 、大光

明、国泰等影院都留下了少年吴贻弓跟随父

亲看电影的足迹。 时间久了，他萌生自己制

作电影的奇想。 他找来硬纸盒，在盒底挖个

小洞，后面安上手电筒，上下各装一根细铁

丝，一台原始放映机便成了。 在他生命最后

的日子里，偶尔想起过那段天真时光。 老人

不禁感慨：“所有身份里，我总是最看重‘导

演’二字。 ”

吴贻弓生于战乱年代， 伯父为其取名，

“贻”为收藏，“弓”乃兵器，“贻弓”寓意“刀枪

入库，天下太平”。 作为导演的他，人如其名，

总不自觉地任自然怡人的诗意流淌在作品

中。 吴贻弓生前也常说：“金色的童年、玫瑰

色的少年，青春年华总不会轻易忘记，常常

在创作过程中表现出来。 我们是与共和国一

起成长的一代人， 五十年代留给我们的理

想、信心、人与人的关系、诚挚的追求、生活

价值取向、浪漫主义色彩，总不肯在心里泯

灭。 ”所以，他千方百计想把这种“情结”投射

在银幕作品中。

永远的《城南旧事》

1960 年，吴贻弓从北影毕业后进了当时

的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 1978 年，他才第一

次独立执导筒，短片《我们的小花猫》于次年

获颁文化部优秀青年创作奖。 1980 年，在吴

永刚总导演的提携下，吴贻弓完成了他第一

部长片———《巴山夜雨 》。 诗意的故事里有

雾，有人性，有迷惘，也有光芒。 吴永刚总导

演大胆放手，用抒情去点染冷峻的吴贻弓就

这样站到了中国影史的前台。

1981 年末， 吴贻弓拿到了一沓复印件，

是宝岛台湾作家林海音的小说 《城南旧

事》。 他一页页地读， 深深地被感动。 刚从

《巴山夜雨 》 走出来的他 ， 再次走进历

史———重现一个宝岛台湾作家眼中 1920 年

代的北京。 小说十来万字， 影片只选了小

英子六岁到九岁的经历， 完全以孩子的感

受来触动观众。 电影在国内卖出 115 个拷

贝 ， 相当于收进 80 多万元票房 ， 在 1980

年代蔚为可观。

多年后， 他谈到这部电影 ， 将之视为

一个时代对电影美学的重塑。 “三段没什

么关系的人物构成了看似毫无联系的故事，

是保留原小说的分段式结构， 还是打散后

重新交织？ 我们抓住了每一段故事的结尾，

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这种情绪积累构

成特殊的味道。” 吴贻弓说， 他拍摄时没有

过多地 “计算” 怎样去迎合观众， “只是

想着如何把我十分挚爱和同情的这几个人

物诚实地呈现出来”。

这便是吴贻弓电影最别致的特征了 ，

他不那么注重传统的戏剧冲突， 更偏爱用

视听语言层层晕染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认为 ，

仅仅用 “厚积薄发” 来形容吴贻弓的创作

是过于片面的， “他在等待的 20 年中， 将

中国社会氛围及其深刻变化的所有信息密

码， 都深深地融入、 融化在了创作的血液

和基因中， 成为了其影片的底色， 外化为

了独特的不可重复也不可复制的艺术风格。

单纯 ， 热情 ， 有理想 ， 有温度 ， 有情怀 ，

有文化传承， 更有新的文化创造。” 在他看

来， 一部 《巴山夜雨》， 一部 《城南旧事》，

已永远留在了中国电影史经典作品殿堂里。

生前写下 “上海电影万岁”，

六字穿透理想与岁月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吴贻弓自传的作者

石川评价， 吴贻弓的艺术生涯从 40 岁后才

开启，一出手就是能够代表上海电影改革开

放后最辉煌岁月的经典作品。

1984年， 吴贻弓获悉自己被任命为上海

市电影局副局长。 那会儿，人在外景地的他不

会想到， 未来等着他去履新的还有一长串职

务。 学者石川曾问他：“行政工作占据了大部

分时间 ， 创作自然少了 ， 后悔吗 ？” 吴老

答： “要说一点不后悔， 那是假的……事

情总要有人去做， 想想在这过程中多少帮

人做成了几件嫁衣， 也能得到些许安慰。”

这些 “嫁衣” 中， 有些是关于电影市

场的。 20 多年前， 他就提出电影早晚要走

产业化道路。 上海各电影单位在他的一力

主持下合并为上海电影总公司。 担任上影

厂厂长期间， 他率领的班子大胆决策 ， 启

动了中国最早的影视拍摄基地建设。 他力

主建造的上海影城， 开创了中国多厅影院

的先河。

最受影迷关注的那件 “嫁衣”， 非上海

国际电影节莫属。 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 中

国电影进入第三次创作高潮。 同时， 电影

产业快速发展， 每年全国生产影片逾百部，

电影制片厂超过十家。 吴贻弓觉得， 无论

从艺术还是市场的角度， 中国电影都需要

一个与之相匹配的国际电影节。 更关键的

是 ， 他认为由上海来创办国际电影节 ，

“因为这里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

但 20 多年前， 摆在吴贻弓面前的现实

是没钱、没人、没经验。 “一天一块钱”的伙

食，他带着大家一干就是几个月，还通宵在

小办公室里打地铺。 许多事情因陋就简，惟

有对评审委员会阵容， 他和谢晋都坚持，必

须“响当当”“够分量”。1993 年 10 月，全无经

验可借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在吴贻弓等人

的努力和引领下问世。 开幕那天，当索菲亚·

罗兰、奥利弗·斯通、大岛渚、罗伯特·怀斯、

中野良子、张曼玉、张艺谋、巩俐等全球顶级

影人云集上海，为这场盛会殚精竭虑的人们

欣慰： 几代中国电影人的梦想终于开了花。

落幕之夜， 吴贻弓站在灯光渐暗的舞台上，

热泪盈眶。

吴贻弓生命的最后四个月，他曾接受本

报独家专访。 面对题写寄语的要求，老人斟

酌良久，在病榻上写下“上海电影万岁”。 六

个字或许笔力不足，但何尝不是他送给上海

电影的嘱托与盼望。

■相关链接

影片《姐姐》中，宋春丽扮演女红军战士。《巴山夜雨》 中的张瑜。 《城南旧事》 上映于 1983 年， 是吴贻弓首次独立执导的电影， 他因此片获得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

吴贻弓生命的最后四个月， 他曾

接受本报独家专访。 面对题写寄语的

要求， 老人斟酌良久， 在病榻上写下

“上海电影万岁”。吴贻弓

看大戏游上海 体验不一样的精彩
(上接第一版)

俄罗斯、 捷克、 乌克兰、 波兰等 10 个

“一带一路” 国家和地区的表演团体参加了

此次巡游活动。 来自斯洛文尼亚、 南非和哥

伦比亚的表演团首次来沪参加上海旅游节开

幕大巡游。

新疆喀什、青海果洛、贵州遵义等地的花

车和表演团的参与拉近了上海与对口支援地

区的心手相连。重庆万州区、湖北宜昌市等地

的花车着重彰显了“长江经济带”的元素。 南

京、苏州、宁波、黄山和来自上海崇明、宝山、

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等的花车充分体现了长

三角文化和旅游的交流与合作。上海老凤祥、

光明乳业、携程国际旅行社、锦江集团等知名

企业花车集中展示了上海品牌的魅力。 上海

迪士尼度假区、上海海昌海洋公园、上海欢乐

谷的花车和表演团共同为现场观众带来活力

和欢乐。 丽水、连城冠豸山、大丰等地的花车

展现了大美祖国、绿水青山的主题。

来自中国香港、 澳门地区的表演团体也

参加了巡游活动， 他们的表演充分展示了香

港、澳门的城市文化特色和丰富旅游资源，传

递了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祝福香港澳门明天

更美好的良好祝愿。

巡游尾声， 上海旅游节主题曲 《共同的

节日》 的旋律再次响起， 将全场气氛推向欢

乐高潮。

市领导周慧琳、诸葛宇杰、蔡威、宗明、方

惠萍等参加开幕活动，与现场 30 万市民游客

一起观赏了欢乐缤纷的城市庆典活动， 共同

欢度美好祥和的中秋假期。

在接下来的 23 天时间里，上海旅游节 7

大板块 100 项旅游节庆品牌活动将逐一呈

现, 为广大市民游客带去美好与欢乐。

“上海味道”消费力在夜色中爆发
(上接第一版)

政策“破冰”，为夜色经济排除障碍

上海的夜晚在“变长”。 根据“口碑”提供

的数据，2016 年至 2018 年，上海夜间各小时

平均活跃商户数以年均 52%的速度增长，其

中凌晨 3 时、4 时、5 时活跃的商户数年均增

速超过 100%， 这里的夜晚因为活跃的本地

生活消费而充满活力。

自下而上的市场活力， 激发了顶层设计

的创新动力。 今年 4 月，上海发布 10 条“干

货”促进夜间经济。 《关于上海推动夜间经济

发展的指导意见》在过去“夜市”“深夜食堂”

绕不开的政策门槛上大胆“破冰”：在夜市现

制现售、垃圾处理等方面创新管理制度，打造

环境友好、放心安全、有工匠精神的“深夜食

堂”；针对不少上海特色美食聚集区停车难问

题，在周边区域增加夜间停车位、出租车候客

点、夜班公交线路等，方便消费者夜间出行。

素有夜间经济传统的中心城区， 近期也

是动作频频：4 月 26 日， 黄浦区在全市推出

首位 “夜间区长” 和首批 “夜生活首席执行

官”，在其下一步规划中，汇聚上海特色老牌

美食、 中华名小吃的云南路老字号美食街将

再度点亮“星光”；7 月初，徐汇区“夜间区长”

上任，同时发布《徐汇区关于推动夜间经济发

展的实施意见》， 目前该区已设立 29 个大众

消费餐饮类试点点位，包括枫林路、嘉善老市

等一批特色美食地， 推动更多接地气的平价

特色美食发展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