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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导演李亘：

低配版是枝裕和，其实也很好了

▶ 拧巴

如果要给李亘贴标签，除了“李

雪健的儿子”，他还是“田壮壮的外

甥”、“于蓝的侄外孙”……

电影世家长大，李亘的人生原本

早已写就，18岁高中毕业，参加艺考，

第一志愿，大概率是北京电影学院，

如果不想当演员，做幕后也行，至少

不能离开创作。

李亘硬着头皮翻开《艺术小百

科》，那是影视类艺考生备考的必备

参考书，大约只背了一页，太难了，他

没什么兴趣，况且，一开始他就不想

学电影。他跟家里人说了实话，决定

不考了。

“我当时，就是不想去学电影”，

李亘记不清为什么那么抵触，总之，

后来他还是选择去了一所跟电影没

什么关系的大学，成了一名日语专业

的本科生。

有时候，李亘觉得自己特“拧

巴”。比如，拍电影。

原本大学四年一直刻意远离影

视，却在本科毕业后，偶然跟了次组，

又萌生了不如“去试试”的念头。原

本生活中佛系超脱，却在摄影机开启

的瞬间，锋芒毕露。明明刚到拍摄现

场，就已经“浑身滚烫”，却反复跟主

演齐溪强调克制，一滴眼泪也不让她

掉。原本最怕离别，平时一个小离别

他都过不去，“矫情”到要分组配图发

朋友圈，却在导演的第一部电影里写

满了离别。

就拿《有一天》来说。刚开始，他

想，只要能拍就满足了。开拍以后，

他就开始跟自己说，要拍，你就拍

好。成片后，他想的是，我要入围电

影节。真进了北京国际电影节主竞

赛单元，他又想，要上台拿奖，甚至把

获奖感言都提前演练好了，感谢的名

单也列好了。最后，没得奖，他觉得

也无所谓，没得就没得吧。

看影评也是，明知道自己“玻璃

心”，还是要把所有关于电影的评论

一条不落地都读完。但当看到有人

说他是“低配版”是枝裕和时，他又不

生气了，“低配版是枝裕和，其实也很

好了，不是吗？”

对父亲的态度也一样，影片在北

影节的首映，父亲到场，即使他紧张

到完全听不到父亲的现场发言，也不

肯承认父亲是最让他紧张的观众。

他不服被人称作“李雪健儿子”，但也

会默默告诉自己，不能对不起这个名

号。

“有的时候，真的很累。”刚感慨

完，他马上又补一句，“但，还是要努

力呀。”

▶ 电影

《有一天》的故事原型，是李亘12
年的生活缩影。他把自己投射到电

影主人公李小李身上。

跟李小李一样，李亘也在是读大

学的时候去日本做的交换生。2007
年，正在北京语言大学读大二的李亘

开始了为期一年的交换生留学生活。

电影里，李小李拿着简历连跑 7
家店，没得到一个打工机会，也是李

亘的亲身经历，“那时候日语也不太

好，只能拿着简历一家一家跑”。

他从渊野边上车，坐了两站地，

到了东京郊外，看见一家叫南国亭的

中华料理店，那是他跑的第8家店，在

那里，李亘遇见了后来被他拍进电影

的人们。

回国后，李亘每年都要回一趟

“南国亭”，直到电影 2019年开拍，他

一共回去了12趟，他把每一次回去发

生的故事、碰到的问题、说过的话，写

进电影，垒起了《有一天》的雏形。

“所有人物都有原型。不然，那

么多人，怎么编呀？”话题转向电影，

李亘讲话的声音明显提高了，代理店

长唯姐、青木、邱邱、后厨师傅……都

是李亘在南国亭遇见的，而南国亭，

李亘说，“那就是我打工的餐厅，我的

主场”。

电影拍摄主场地就选在了现实

里的南国亭，为此，南国亭还特意停

业了12天，专门留给李亘拍摄。

“一到那儿，还没开拍呢，我就浑

身滚烫了”，李亘形容那种感觉像“发

烧”，但他立刻意识到，这也叫“自我

陶醉”，绝对不行。

拍摄的时候，他反复提醒自己，

克制、你得克制。他对演员也这么要

求，跟齐溪说，克制克制，电影里一次

又一次的离别，齐溪陷入了情绪旋

涡，她想哭，李亘不同意，一滴眼泪也

不让掉。

在后来的采访中，齐溪把《有一

天》的拍摄感受总结成了一句话——

“浅尝辄止，点到为止”。

电影里，齐溪出演南国亭代理店

长唯姐，飒爽又重情义。最开始的拍

摄那几天，齐溪特别想为电影多做点

儿什么，她问李亘，能不能给她一些

大特写，以便让观众更直接地接收到

共情点，结果“导演都不想做”。齐溪

后来才明白，李亘想要的克制，究竟

要到达什么程度。电影结尾，李小李

结束了交换生学习准备回国，唯姐为

他送行，“那是电影里最后一场告别，

他都不让我哭，你可想而知，他克制

成啥样”。

“如果我一开始就知道，我要拍

离别主题，我可能会做得更撕心裂

肺，也许，不会让齐溪那么克制。”现

实中，李亘害怕离别，“我挺矫情的，

一个小小的离别，我都会过不去”，为

了消解离别带来的情绪，李亘有时候

得喝两杯，忍不住发个朋友圈，还得

想着分组、部分可见。

面对一个从头到尾讨论“离别”

的电影，李亘说，是“离别”找上了他，

“一开始，我只想写这几个人物，后

来，我才发现，这里面每一个人，都面

临着一个离别。原来是这个东西，让

我这么想去描述这群人。”

尽管电影里每一个离别，都在李

亘近乎偏执的“克制”要求下，压平了

情绪冲突，但有几次，监视器后的李

亘自己在片场没忍住。

让李亘“破防”的戏，是小李要回

国前的一场戏，四十多岁的后厨老万

想给小李送件礼物。小李正在擦冰

箱，唯姐和老妈妈在包春卷，大家谁

也不说话，店里又空又静。老万出来

又进去，进去又出来，反复了几次，一

把把个塑料袋塞给了小李，袋子里是

一件绿色的运动服，那是老万第一次

给同事买礼物，也是他为小李无声的

送行。

“老万把衣服扔给小李的一瞬

间，啪一下，我就落泪了”，李亘也说

不清，那一瞬间自己为什么就被击中

了，“你会觉得，他应该很羡慕小李

吧。他其实是想告诉小李，你走吧，

别再回来了。但是他自己，还是会一

直在那，炒虾仁。”

拍完《有一天》，李亘忽然意识

到，“有的时候，离别并不可怕，被困

住，才最可怕。”

▶ 父亲

李亘不确定，当时要把《有一天》

当作生日礼物送给父亲时，是否仅仅

因为来不及准备生日礼物。他唯一

清楚的是，最开始拍这个片子，不是

因为父亲，但电影拍完，他又含糊了

“可能，也是为了他。”

电影的两次首映礼，一次李雪健

亲自到场，一次正赶上他去青岛拍

《流浪地球 2》，来不了，就写了封长

信，让爱人带到现场，念给大家。

李亘记得，电影在北京国际电影

节首映前，他原本不想让父亲到场，

他跑去跟父亲讲，“你最好不要来，抢

我镜头”。首映那天，李亘说，因为父

亲在场，自己特别紧张，以至于父亲

当天的发言，他一个字都没听到。过

了几天，他刷视频刷到，才知道父亲

那天讲了什么。

“我在之前某个阶段会很想脱离

‘李雪健儿子’这个称呼，或者是特别

不服被贴上标签这件事情。”在李雪

健的光环下，李亘的确要顶着更大的

压力，第一关就是来自父亲的压力。

谈起被父亲生日时“退货”，李亘

承认受到了打击，“打击不在于他没

要，而在于出问题了，怎么办？”

从《有一天》开机，李亘在拍摄现

场接收到的，都是来自团队的肯定，

在这支堪称“金牌”的团队里，有文念

中、杜笃之、姚弘易的挂帅，“大家给

我的都是正向反馈，每天问我，导演

你想要什么？”这让李亘产生了一种

幻觉，“我觉得，自己做得特别好。拍

完我就觉得我就该拿奖去了。我当

时就觉得，我早就跟你们说过，我能

当导演，你们看吧。”

直到，李雪健给他浇了第一盆冷

水，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自我和无知，

“别人都夸你，真不是说，这个东西就

那么牛了，你自以为是地觉得自己拍

的什么都是好的。剪辑老师觉得这个

要拿掉，那个要拿掉，你不同意，你什

么都想要，这个东西，必然是四不像。”

《有一天》返工了一年，再次坐上

剪辑台，李亘一点一点，把自己的杂

念像拔草一样一根根除掉，他不再想

让别人觉得自己想很多、自己的作品

很电影，他让影片回到了初始状态，

《有一天》流露出了一种新的气质，与

众不同的气质，李亘的气质。

2021 年 2 月，李雪健过 67 岁生

日，李亘带着爸爸妈妈，去看了一场

放映，大银幕上放的还是《如果有一

天我将会离开你》。

108分钟后，场灯亮起，李雪健挤

出了一句话“嗯，不难看了。吃饭去

吧。”

在《有一天》北影节首映礼上，李

雪健把生日那天没说完的后半句话，

补给了儿子：“我在心里说，这小子，

可以干导演了。”

至于“李雪健儿子”这个标签，李

亘已经有了新的态度：“我确实因为

这个头衔有所收获，为什么要抵触？

它就是我的一个标签，我能不能对得

起这个头衔，也是看我的作品和努力

程度。”

3月11日，《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

开你》正式上映。

本报讯 近日，由王宝强执导的

最新作品《八角笼中》在成都举行

开机仪式，导演兼主演王宝强与其

他主创参加了开机仪式。影片《八

角笼中》取材于“格斗孤儿”这一真

实事件，讲述了这个极具社会争议

的故事。

影片《八角笼中》是王宝强自

导自演的第二部影片。时隔五年，

王宝强聚焦于当年轰动全国的“格

斗孤儿”真实事件，以此为原型，耗

时三年，力求为观众呈现出一部优

秀的现实主义力作。

此前，王宝强塑造的众多经典

形象深入人心，无论是担任导演还

是在角色塑造方面，他都将在《八
角笼中》这部作品中实现自我的重

大突破。 （影子）

本报讯 3 月 9 日，由张善南执

导，颜景枝制片，张善南、方露微编

剧，张善南、李明源、范云飞、郭素

洁、李炎峰、王天宇主演，颜世魁、区

天瑞友情出演的青春校园喜剧电影

《年少有你》释出“追忆青春”版海报

及“友情岁月”版预告，海报中手持

相框将青春与未来合并，意气风发

和成熟稳重同框出现。

友情岁月版预告则围绕墨彩宁

和顾天琦的校园生活展开，“青春”、

“校园”等主题体现的淋漓尽致，带

大家重温学生时代的那些趣事，一

同怀念那些并肩奋斗的日子。

（花花）

《年少有你》“追忆青春”版海报首发

本报讯 日前，灾难片《月球陨

落》宣布定档 3 月 25 日，影片同时

发布定档预告及海报。《2012》十年

后，罗兰·艾默里奇回归，带来颠覆

想象的超强全新设定。

《月球陨落》以月球脱离原有

轨道，撞向地球为故事开端，在所

剩无几的时间内，人类必须竭尽所

能发掘出深藏在月球中的秘密，才

有希望使岌岌可危的地球免于灾

难，进而阻止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的

发生。正如预告片中所呈现的，面

对惊世灾难，人类逃无可逃。

据悉，片中，罗兰·艾默里奇用

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 1700 个特

效镜头再度为观众带来一场大银

幕的极致视觉盛宴。 （花花）

本报讯 近日，由导演、编剧、作

家落落执导，青年演员李汶翰、徐

若晗主演的生活流青春爱情片《遇

见你》定档 5 月 1 日。电影同步释

出极具生活感的“有幸遇见”版预

告及“定格”海报，其自然细腻的画

风令人眼前一亮。一张张日常胶

片真实展现了周灿（李汶翰饰）和

余骄阳（徐若晗饰）这对小情侣的

恋爱日常，如此生活化的镜头也像

极了现实里真实的情侣们。

一同曝光的定档海报同样亮点

频出，俏皮的甜蜜互动搭配走心的

告白话语，定格下了最暖心美好的

爱情瞬间，氛围感拉满。画面中，

周灿和余骄阳头戴塑料桶互相“贴

贴”，既青春又可爱，配以“和你的

每一刻，都值得”内心独白，传达了

每个深陷热恋的男孩女孩的恋爱

心境，只要和最爱的人在一起，每

一刻都值得纪念！ （花花）

本报讯 近日，青春校园电影《一

周的朋友》发布“宝藏女孩”特辑和

“姐妹贴贴”海报，赵今麦和沈月饰演

一对成为好闺蜜的同桌，戏里戏外两

人的互动尽显女生情谊。影片根据

叶月抹茶同名漫画改编，赵今麦、林

一领衔主演，沈月特别出演，汪佳辉

领衔主演，由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

故事》导演林孝谦执导、吕安弦编剧，

将于4月2日全国院线上映。

“宝藏女孩”特辑全程温馨有爱，

赵今麦沈月化身片场气氛担当。林

湘之（赵今麦 饰）和宋晓楠（沈月 饰）

是性格迥然不同的两位女生，一位是

内向寡言的“学霸”，另一位则是活泼

开朗的“开心果”。初识时，宋晓楠霸

气保护林湘之，成为朋友后，两人互

相安慰。两位宝藏女孩也感染了片

场的其他主创们。林一和赵今麦打

羽毛球时，摄影机记录下了“降维打

击”精彩一幕。打打闹闹、笑声不断，

末日生存小队四人的调皮日常让人

看了忍不住嘴角上扬。

（花花）

王宝强导演《八角笼中》开机

《一周的朋友》发特辑

落落新作《遇见你》定档5月1日

《月球陨落》定档3月25日

66岁生日那天，李雪健把儿子李亘送他的生日礼物退了回去。

李亘是拎着电脑去给父亲过生日的，他特意在电脑里装了刚做完粗剪的处女

作长片《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以下简称《有一天》）。

电影是上一年冬天在日本拍完的，主场景在东京郊外的一家中华料理店，那

是他在日本留学、打工的地方，电影拍了39天，剧组里所有人都夸他“拍得好”。

自始至终，他都没让父亲“掺和”这片子，没找父亲串戏，首映礼也不想让他

去。有一段时间，李亘特别不服被贴上“李雪健儿子”这个标签，他怎么就只能是

谁谁谁的儿子，那他自己呢？不靠家里，拍不了电影？

李亘打开电脑，点了播放键。他告诉李雪健，今年生日，没什么东西送他，就

把自己这部处女作电影当生日礼物送给他。

两个小时后，电脑播完了最后一帧画面，李雪健望向李亘，嘴里挤出来两个字

——“不要”。

在李雪健的记忆里，儿子那天是哭着走的，临走前，孩子还跟自己说了句“老

爹生日快乐”。

李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