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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找到一个线头，使劲往外拉，自

然就拉出来了。头尾便接上了，你的全

部人物就是小心翼翼地拉到底。”

——英格玛·伯格曼

因工作关系这几年先后多次在帕米尔高

原采风、采景和拍摄电影。2021年初塔什库

尔干护边员拉齐尼·巴依卡勇救落水儿童牺

牲的壮举传遍祖国大江南北，我在想怎么创

作拉齐尼这部人物传记片呢？于是我风尘仆

仆地又一次踏上 了祖国最西端的净土——

塔什库尔干。记得那天阴云密布慕士塔格峰

好像也在为英雄的离去而悲伤，我久久地独

自静静坐在英雄拉齐尼·巴依卡家的小院里，

试想在有限的篇幅空间里捕捉到一个更能准

确、集中讲述他短暂却又闪光一生的脉络。

小院的草棚下同拉齐尼一起巡边的牦牛

静默地看着我，眼神中可以看出那种悲戚。

拉齐尼经常帮乡亲们送货的白皮卡车后备箱

空空荡荡物是人非，只有一旁护边摩托上的

红丝带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我久久注视着

拉齐尼的父亲巴依卡·凯力迪别克宽大的背

影，他坐在院门口凝视着远方，可以感觉到他

在极力克制着失去儿子的痛苦。我不断想起

他老人家对被救落水儿童的母亲说的话：“你

的孩子和我的孩子都是一样的孩子，请不要

太过悲伤......”这位父亲与我见过的拉齐尼一

样善良、坚毅。当拉齐尼跳入寒冬的冰湖舍

身救人的瞬间，是怎样的精神世界在支撑着

他？他心灵成长的原点又在哪里？在这高原

上的小小院落里，我似乎找到了这个线头，有

了清晰的答案。

一、整部剧作的构想

生活在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族护边员

们是非常独特的群体，一代又一代戍守边疆是

他们的传统，这和我以往接触的题材完全不

同。在鸟儿都飞不过去的死亡之谷吾甫浪沟，

他们要面对的是孤独与生死无常，而拉齐尼一

家三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的。支撑拉

齐尼精神原点的动力是什么，这是我要慎重思

考的问题，这也是剧作首先要考虑的根和魂。

在常人无法想象的生长环境中，拉齐尼

耳濡目染了爷爷、父亲以及无数的边防战士

守边护边使命的神圣，给少年拉齐尼的心里

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接下来做的事就是要紧

紧抓住拉齐尼成长历程当中每一个重要节点

并架构出整体躯干，这才是全片的脉络、根基

以及创作的基石。人物传记片的特点是大事

不虚、小事不拘，于是在众多上一代与他们家

有深厚情感的边防军人当中，我拎出了刘红

军这个人物。他身上承载着拉齐尼的爷爷、

父亲与边防战士纯真质朴的深厚情谊，更承

载着几代人共同的信念与理想。也正是在爷

爷、父亲、刘红军的影响下，少年拉齐尼立志

长大后要接过父亲的牦牛鞭，继续守边护边

之路。他在喀什大学进修毫不犹豫救人的那

一刹那，生发出的坚定、勇敢，也是他人格的

真实写照。

有了这样一个鲜活的人物定位之后，要紧

紧抓住这个主干，更多的笔墨要用在他的情感、

奋斗经历、信仰、生命意义上。我想未来影片

应该直接建立人的心理世界，在思想内涵、人文

情怀上，脱离“标本化、概念化”，从而在更高层

面上回归电影美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发人

深省的当代文化哲学意蕴与史诗意味。

二、怎么结构好这个故事

拉齐尼的爷爷和父亲他们一家三代的故

事是讲不完的，没办法把所有的事件都放进

电影里，所以我觉得应在保证故事完整的基

础上选择最震撼也最具电影感的事件呈现。

把过多的枝蔓砍掉，在高原恶劣的环境和艰

险的场面中塑造人物。

在影片结构中我们加入了常人无法看到

的生命禁区艰险场面，在一些人看来多少会

有不适，但高原守边护边事业本身就是艰险

的。有人说不能把守边护边事业写得如此艰

险，但如果不艰险，我们又怎么知道幸福生活

的珍贵，又怎么知道边防军人们和护边员们

付出的代价？像拉齐尼在生死关头解救掉入

冰裂的战士王烈、牦牛“汗恰”在巡边路上脊

梁摔断牺牲，这些重场戏铸造了拉齐尼硬朗、

凛冽、刚毅的性格和内在的精神力量。人物

传记片有的说情节是灵魂，有的说人物是灵

魂，我觉得都有道理。我在想这个剧作中的

人物坚毅、刚强，但也应该有妙趣横生的情

节，在妙趣横生中透出一种人生的态度和价

值观。拉齐尼言语不多，眼神当中透出清澈

的光亮，虽然护边生活每次都充满了挑战，但

他和战士们、护边员们情感都是真挚的、丰厚

的。即使是角色在场景中静默时，也会给观

众留出很多可以解读的精神空间。

在时空处理上以盘龙古道作为载体，划分

出了过去和现在两个时空。没有路时孩子们上

学只能攀岩走壁，没有几个孩子是没有受过伤

的，拉齐尼童年小伙伴夏布娜就是在上学路上

坠崖的，这是边防战士刘红军留下修路的内在

动因。新时代盘龙古道修好了，牧民们搬迁到

了新的定居点，今天孩子们上学有了校车。过

去时空攀爬上学的不易，与现代时空校车上孩

子们充满幸福的笑脸，映衬出了时代的变化。

三、一部好电影

要用好的细节来描绘和支撑

我在影片中设计了许多具有象征意味的细

节道具，比如牦牛鞭、小飞机、鹰笛、雄鹰等等。

牦牛鞭是拉齐尼一家三代护边使命的载

体，拿着牦牛鞭就意味着要承担戍边守边的

责任。爷爷凯力迪别克重病不能给边防战士

送给养，便把牦牛鞭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巴依

卡，他要他去完成这一使命，可是万万没想

到，等巴依卡回来凯力迪别克老人已经离世

了，护边的使命高于生死，这是牦牛鞭第一层

含义；拉齐尼退伍回来，父亲巴依卡带他在死

亡之谷吾甫浪沟辨认地形、熟悉路线，郑重其

事地把牦牛鞭交给他，拉齐尼不仅仅握住了

牦牛鞭，更握住了守边之路的担当，这是牦

牛鞭第二层含义；拉齐尼挥舞牦牛鞭与现实

时空刘红军的儿子刘朝道别、拉齐尼牺牲后

刘朝颤颤巍巍地拿着遗物 牦牛鞭，兄弟之情

无以言表，这是牦牛鞭第三层含义。

小飞机是贯穿过去时空、现在时空的重

要道具。最初是边防战士刘红军给拉齐尼

的，小飞机寄托了年幼的拉齐尼对未来的向

往。现在时空中刘红军的儿子刘朝给拉齐尼

的儿子拉迪尔送了一架电动直升机，拉迪尔

立下长大开飞机巡边的誓言，这不仅仅是护

边精神的传承，更是时代发展的一个缩影。

拉齐尼的儿子在国门前放飞小飞机，也象征

着四代人戍边守边理想的升华。

鹰笛是塔吉克民族传递情感的重要信

物，也是护边员与边防战士同甘共苦、生死相

依真挚情感的见证。刘红军的儿子刘朝带着

鹰笛来，找寻的就是过去父亲的情感记忆；刘

红军离开帕米尔高原时，巴依卡把鹰的翅膀

作成两支鹰笛并送 给刘红军一支，象征着两

个人如同鹰的一双翅膀，心永远紧紧系在一

起。而这样跨越岁月、跨越地域、跨越民族的

情谊，也是新疆塔吉克族护边员与众多边防

军人生死相依的情感写照。

拉齐尼的名字是爷爷给他起的，塔吉克

语就是雄鹰的意思。他牺牲后雄鹰久久盘旋

在慕士塔格山巅，好似意喻着他在牵挂每一

个位亲人；雄鹰不断盘旋，慢慢朝着太阳远

去，象征着英雄拉齐尼精神的升华，他对祖国

的赤忱、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也久久回荡在每

个人的心中。

塔吉克族的音乐就如这个民族所展示出

的文化特质一样——纯真、质朴，有和自然同

存同进的气韵，与天地万物的关系更为达观和

恒久、坦荡而谦逊。在剧作中塔吉克族的 文

化、音乐元素就渗透在每个段落中。边防战士

刘红军牺牲时、夏布娜坠崖时都唱响了空灵的

塔吉克族歌颂友情的歌曲；同时全篇以塔吉克

族民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贯穿始终。

随着电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剧本创作

的深入，我的内心也在成长，并将这种成长的

心路历程融入到创作中。今天拉齐尼的感人

事迹已经人人皆知，因为首映式，影片的创作

团队和主要演员们又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像久别的亲人重逢一般。当我提及一幕幕触

动人心的拍摄场景时，大家无不心潮澎湃，随

后便是静默不语。从大家的眼神中，我可以

看出，影片创作拍摄的艰难而又幸福的历程，

那一切无以言表的珍贵时光，带给我们这些

人的是多么深厚的感动，这种情景也是我们

之前多年影片创作过程中很少见的。电影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我此生最难忘的一次

创作经历，我将永远铭记。

2021年 1月 4日英雄拉齐尼·巴依卡为救落

水儿童壮烈牺牲，1月 6日我奉命接到这部影片

的导演任务，内心又激动、又忐忑。我从事电影

创作三十余年，要创作一部有高度、有厚度的人

物传记片，是我创作生涯当中极大的挑战，况且

剧作在同步进行，未来影片的样貌我只能用长期

在南疆采访的经验和前一年在帕米尔高原拍摄

电影《歌声的翅膀》与巴依卡·凯力迪别克、拉齐

尼·巴依卡接触的记忆来推测。在几次听取编剧

对这部影片深度的思考、未来影片整体的构架、

人物走向后，我对拉齐尼的精神原点以及塔吉克

族护边员整体的色泽形象有了更深的感触。纵

然创作难度极大但我深深知道拉齐尼·巴依卡一

家三代和众多的护边员在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

帕米尔高原不畏艰险长期奉献，他们就像慕士塔

格峰一样屹立在世界之巅，这也是我充满激情要

执导这部影片的原动力。在对剧作有了宏观理

解之后，我立刻投入到导演的构思及前期拍摄的

筹划当中。

一、我对这部影片的定位

与帕米尔高原结缘在三年前，它是一片让人

魂牵梦绕的高原净土，一次又一次触动我的心。

这里的塔吉克族有世代戍边的传统，他们不计报

酬、不计得失，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驻守在祖国

的边陲，拉齐尼·巴依卡一家三代就是这些默默

无闻的护边员中的一部分。我想拍好拉齐尼一

家的故事，描绘一个横跨百年的历史群像。

在我心里帕米尔高原上最美的声音，就是这

些默默无闻的护边员；而最伟大恢宏、崇高壮丽

的境界，就是屹立在帕米尔高原之上被誉为“冰

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拉齐尼在我的心中就是

这样一座高峰，我希望用影像呈现出大象无形的

意境，给观众结实而震撼的一击，用其中的精神

力量穿透每一个灵魂。

二、以什么样的镜头语言和方式来呈现

帕米尔高原的影像对很多观众来说都并不

陌生，半个世纪前《冰山上的来客》让无数的观众

记住了它。任时光流逝帕米尔高原的雄浑一直

未变，但我坚持认为呈现这份恢弘要有新的视觉

表达，这也在造型、镜头语言、人物服饰、全篇色

调、光感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剧作提供了众

多的适合于影像造型表现的大段落，也给我们拍

摄提供了更多想象的空间。

1、镜头语言

我选择了以运动镜头为主的拍摄方式，一方

面是为了直接调动观众生活中运动的视觉感受，

唤起了人们在帕米尔高原之巅行走的视觉体验，

展现高原雄浑的万千气象，使观众产生一种身临

其境之感；另一方面作为人物传记片，我认为应更

多的用拉齐尼的视角看世界，让观众更贴近人物。

拉齐尼救战友、过冰河等都是带有动感的

戏，这种动通常带有爆发力和强烈的情感，我希

望这种动感能抓住观众，带着观众一起奔跑，除

了镜头运动外，光和色彩的运用也创造了一种运

动背后的韵律。

2、美术

造型上要展现离太阳最近的民族塔吉克族

的诗意，这就要求设计大写意的环境造型，同时

又不能失塔吉克族文化中的独特景观。色彩上

为加强雄浑的视觉感官，我有意削弱了塔吉克族

太过琐碎的装饰，颜色上多用黄、黑、白、红等色

彩，在造型上、色彩上营造出历史的厚重感，同时

兼具时代特色，在平凡、质朴中见三代人物的身

份、传统观念、精神风貌。

3、声音

全篇以自然音效为主，最大程度地还原真

实，在风雪场景中保留现场原声对于录音组来说

是巨大的挑战。通过多次尝试最终我们完成了

最初的构想，在风雪中保留了剧中人物的对白，

不仅保持了声音和画面的协调，更营造出强烈的

时空感。

另外根据故事所处时代的片段记录，通过广

播、电视等传达不同时代的文化符号，让观众体

会到人物当时在特定环境中的生活和心理状

态。与各种镜头、色彩符号一道，构建起一个丰

富的影像世界。有些段落应当根据剧情需要创

作一些独特的声响，以强化剧情，成为烘托环境

气氛、刻画人物的有力手段。

三、影片的总体基调

拉齐尼从小对爷爷、父亲护边传承耳濡目

染，帕米尔高原的圣洁也荡涤着他的心灵，造就

了他坚毅、刚强的性格，这也决定了这部人物传

记影片硬朗、凛冽、刚毅的风格基调。我要用帕

米尔高原的天之高远、地之浑厚，来承载护边员

代代相传的厚重的精神力量。

全片有过去和现在两个时空，在过去时空的

呈现上我进行了深度的思考，最终也形成了全片

最富特色的篇章。高原上一天可以看到四季，巡

边过程中风雪交加更是平常事，而这恰好也和我

心中的硬朗、凛冽、刚毅的影像风格相切合，所以

我们设置了多个雪境的氛围。人在高原山岭黑

白天地间，身体是沉重的，但精神是飞扬的，这就

是我想表达的流淌于主人公拉齐尼血液之中的

深沉但不断上升的三代护边员传承的精神。而

为了表达这种真实的情韵，我没有使用任何特

效，在帕米尔高原最冷、最高的地方拍摄。摄影、

灯光、置景、服装、化妆、道具各个部门的全面配

合，最终实现了用帕米尔高原的雄浑衬托出英雄

精神的设计。

除了空间上的处理，我也在这部戏的创作中

加入了大量人物内心的细节设计。拉齐尼牺牲

这一场戏我希望让观众感受到普普通通的护边

员富足的精神世界，不单纯是英雄主义的奉献，

还有他内心对这片大地的热爱。有三次水慢慢

地没过他，第一次表现了对孩子安危的牵肠挂

肚，第二次展现了他对生命的不舍，第三次表达

了他对这个世界的眷恋，最终缓缓沉入水底。片

尾用表现天之高远的藏蓝天空和离太阳最近的

光感，营造出帕米尔高原的圣洁，反衬英雄拉齐

尼的精神世界。这些细节的设计是为了让观众

达到共鸣，让大家感受到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

尚的人慢慢地离我们远去。

音乐对于影片总体基调的营造，也有着重要

的作用，全篇大量采用了塔吉克族音乐的元素，

创造出天籁般的空灵、高远、雄浑的意境。

总之电影的所有的手段都应紧紧围绕在真

实的、立体的、运动的、富有节奏的框架内来升华

主题、刻画好人物，这也是我不做特技，全部还原

真实场景的初衷，只有真实才能最终打动人。我

要用影像展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无私奉

献、忠诚担当、无悔坚守，拉齐尼用生命践行初心

使命，用坚守诠释忠诚爱国。人物传记电影从剧

作到拍摄难度是相当大的，我与主创们尽一切所

能共同完成好这部作品，让观众们真真切切地走

进拉齐尼·巴依卡忠诚无悔的一生。

我想通过这部影片描绘真实、可信、可敬、可

爱的人，一代代坚守祖国边陲的人。“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一个个普通人用血肉之躯完成了那

么多伟大的事情，他应该被我们铭记。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导演阐述

塔什库尔干位于祖国最西边的帕米尔高原，

当儒略历尚未施行，汉朝商队翻越此地时，这里叫

做葱岭，“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

回首白云低”。回想十二岁时随父亲来此地写生，

这浩大的气象就挤进了我的瞳仁里。帕米尔高原

被誉为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时至今日，每当想到塔

什库尔干，就感到眼前发黑，闭上眼还有久久不灭

的太阳残影。故此，面对《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

拍摄，我不是从外部的视角进入他乡的故事，而是

打一开始就是我个人生命经验的涌流。

剧本展开的是英雄成长的史诗，在帕米尔山

脉上荡开它的主旨：重重地按下死亡的琴键，敲

响的却是生命的颤音，英雄一代一代接续牺牲，

彼此共振，赋予历史以脉动。这首史诗揭示了我

们民族和国家几经折跃依旧屹立的灵魂所在

——不屈的生命意志；揭示了悲剧之美的终极辩

证法——生与死的斗争、勇敢与恐惧的斗争、觉

醒与彷徨的斗争，无法抵消的矛盾斗争着盘旋上

升，直至以一死诠释出一生的全部意义，生因死

而成就其自身。

为了完成剧本对生命意志的深刻表达，以及

对生死辩证的深刻揭示，在摄影上我需要找到一

种终极的理念同时是一种可以把握的介质来将

景观、人物和精神性统一起来；找到一种斗争关

系，来承载辩证法的矛盾性和人物情感的丰富

性。我认为这个理念和抓手就在光影之中，从摄

影的角度来看，世界本就是一团光影，当人还没

有将自己与世界区分开来的时候，包含着人的世

界就以光影的形式敞开着，当世界还不可以被言

说时，光影就已经在“讲述”关于自己的一切，当

人类用理性从这唯一所见的光影世界中开发出

可以言说的文明之后，仍不能穷述光影抛给我们

的全部，那些余下的始终扰动着人的就构成了人

的超越性，或者说那些我们总试着说却绝不尽然

是我们所说之物的，被称为精神和情感的，依旧

全然的袒露于光影之中。那些可以被凝固为语

言和形象符号的，固然是电影故事的台前主角，

观众可以忽略这些主角终究是一团光影的事实，

也可以不去觉知蕴含在光影中更多的究竟，但他

们的本能已经不间断地在这一团光影中索取，而

摄影师就是要利用光影关系，来“倾诉”语言和形

象所不及，将精神和情感的全部真相显现出来。

而塔什库尔干极端炽烈的阳光和阴影，以及在这

两极中绵长的光谱，为践行这种理念提供了巨大

的基础。首先，高原的光与影自身就具有矛盾

性：光赋予生命能量，又具有毁灭生命的力量；

影，常常了无生机，但在夺命的烈日下成为生命

最后退缩的阵地。同时，高原的光以丰富的颜

色、强度的变化，如不同高度的太阳、火、油灯等

形式，发表自己的主张；又通过与丰富的空气介

质，如雪雨雾的变幻，使自己产生或明或暗的性

格。最后，因高原炽烈的阳光和它投射出的坚实

阴影之间，存在一种罕见的互相成全又互不相让

的斗争性。将这些光影特征与剧情紧扣，就是在

感知层面、意念的维度打开一重更深刻的叙事。

影片开始，小拉齐尼嬉戏于草垛，明丽阳光

晕染出英雄童年的底色；而随即太阳的大特写让

人刺眼不适，阳光的意味立刻从美好变为不祥。

次日远征的队伍出发，红日托举的天亮了，与黑

暗的大地分置，两种力量列队，斗争即将展开；队

伍行进中，剪影与冲向镜头的强光激烈对抗，被

打碎的阳光像万箭齐发，阻挠着人类的进犯；这

时需要为日光添加更为复杂的情绪，就要操纵介

质，我们使用直径两米的鼓风机将雪原最上面的

一层冰晶吹起来，而这种晶体微妙的折射和反射

有一种锐利、闪烁的光泽，光转化成了风的样子，

赋予了光躁动不安的情绪；我甚至在最激烈的时

刻让直射光、冰雪、尘土直接冲向镜头来“击破”

镜头镜片这最后一面墙，使激烈的情绪直抵观众

面前。而当队伍处于一种路途困顿的迷茫中时，

我们创新地在摄氏零度附近的温度下采用造雪

机，这时喷射出的水雾不会立刻冻结成雪花，而

是形成一种冰水混合的雾状物，看似水雾但因为

遭遇冷空气而忽然迟缓，出现一种天然的升格之

美；而当光融进这慢动作的水雾中，便赋予了光

以时间感，产生一种留恋和妩媚的情绪；人物在

这逆光的雪雾中穿行，长长的投影扭曲飘散，这

身影恰似他们内心的外化物，迷茫而虚弱，仿佛

俄底修斯穿行于塞壬的歌声中。最终，在这一幕

的终点，胜利会师之际，挡住征途的最后一座山

峰被越过，太阳再次完整的出现，星芒高悬，阳光

又堂堂正正的回归生命意志的象征意味之中。

而牦牛牺牲的场景，我想让夕阳给牺牲加上

金色的棺椁，一个生命即将消失，光的强度随着

气息逐渐微弱，直至太阳落幕生命陨落；在拉齐

尼勇救儿童的场面中，施救过程我主观地加入了

很多强烈的直射光，欲将这表现为一场战斗，生

与死互不相让的角力；而当拉齐尼最后沉入冰湖

时，我希望最后留在他眼中的是最美好安详的一

幕——一轮红日勾勒出母子的平安，这与影片开

始处，父辈远征时天边红日的画面呼应，也与牦

牛之死的一幕形成光影上的互文。另外，为了将

景观、人物和精神性统一在光影中，就必须要把

握光线与大地的关系，熟知不同地貌、海拔、气候

下太阳的变化规律和轨迹。影片在开拍前，就进

行了四次勘景工作，历时近半年，跟随护边员向

导，踏遍塔什库尔干的各种地貌，涉足之处都是

从未被拍摄过的险要地段，经历了风霜雨雪各种

天气的变化，在这样的观测和预谋中，一幕幕情

节仿佛自动找到了它们上演的舞台。牦牛牺牲

的那一幕，我认为必须在连绵的山脊上拍摄，因

为牦牛的脊梁摔断了，但大山的脊梁支撑着它，

它的尸骸化入泥土，最终会融入大山的脊梁；同

时，在千沟万壑的地形中只有在最高处，才有可

能完整地看到夕阳下沉的全部变化，来完成光色

运用上的意图。可能正是因为天地有灵，在拍摄

的关键时刻，牦牛也仿佛真的领会了剧情，完美

地上演了与战友的诀别。

影片最后，悼念拉齐尼的情节，在我的理解

中，这是生死混沌的时刻，明与黑调和出一种灰色

调，当静穆笼罩一切，光的形式要更加温和隐秘，

拍摄当天，自然刚好赐予我们一个非常阴郁的薄

雾天气，此刻阳光仿佛因哀伤而遮住面庞，连同环

伺的山脉一同消隐在灰白之中，天地间只留下人，

与全片中烈日不断与人斗争相对，此刻，人以一种

牺牲换来了自己全然的显现。直到众人仰望苍

穹，在最高的地方，太阳终于又像一盏明灯点亮希

望。更让人惊喜的是，这一次出现的太阳，与全片

任何地方出现的太阳都不同，在雾气的漫射下，太

阳的形状不见了之前尖锐的星芒，而是一圈光环

将它围绕，显得分外的神圣辉煌。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摄影工作，就是用一

场激情的奋斗回报圣山对我遥远童年的点悟；将

英雄的精神融入光影，又用光影将这种精神袒

露；让观众透过小小的摄影镜头去观高原浩瀚、

领略护边人拂去尘埃的赤诚，见证不可直视的绝

美。而这种努力和尝试仍是有限的、不充分的，

仍待在以后的工作中去探索。

圣山的光影启迪
——电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摄影创作谈

■文/柴 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