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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电影是不是必须请大编剧、

大导演、大明星？许多制片方为此

很头疼：小成本影片（占国产片的大

多数）假如付了天价高片酬，就没钱

拍电影了。有些影片即使出得起高

片酬，也未必能请到“大咖”。国产

片如不打名家巨星的大旗，参赛能

顺利获奖吗？进入市场有票房号召

力吗？许多制片方人士没有信心。

其实，影片质量的高低与主创

名气的大小，不一定成正比。

今年七一前后，粤港两地联合

举办“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香

港电影展映”活动，开幕式放映的影

片，是曾在 1985 年第四届香港电影

金像奖颁奖礼捧回六个奖杯的香港

经典电影《似水流年》，其中一个奖

项是“最佳编剧”，其得主并非香港

人，而是内地珠影的无名小编剧孔

良，竟然一举战胜了众多香港老编

剧。孔良创作《似水流年》之时年仅

39 岁，从影才三年。他凭该片一战

成名，接连为香港电影界创作了《天

菩萨》、《烟雨情》等精品电影，当时

广东电影界为此举办了“孔良剧作

研讨会”，邀请粤港两地电影界、新

闻界人士参加，为内地电影人争

了光。

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刚从

大学毕业不久的陈凯歌、张艺谋、黄

建新首次当导演，推出的“黄、红、

黑”（《黄土地》、《红高粱》、《黑炮事

件》），均是小片，均被电影界专家评

为“中国电影百年百部名片”之一。

也许有人会说：时代不同了，今

天的国产片还要经受市场的考验，

无名小辈有竞争力吗？

谁说没有？且不说前些年由新

导演滕华涛、新演员白百何、文章打

造的2D国产小片《失恋33天》，票房

收 3 亿多元，大超同期上映的 3D 美

国大片《铁甲钢拳》（票房1.2亿元）；

“80 后”导演田羽生编导的小片《前

任3》，票房收19亿元，超过冯小刚执

导的大片《芳华》（票房14亿元）。就

说近三年吧，“黑马”电影《无名之

辈》、《扬名立万》、《人生大事》都是

小制作，编剧、导演是名不见经传的

新人，主演也不算一线红星，但票房

分别喜收超过8亿元、9亿元和17亿

元。年轻导演饶晓志、刘循子墨、刘

江江凭这些佳作一飞冲天，刘江江

还是第一次独立执导电影。小导演

是不是只能拍小片？非也！耗资巨

大的科幻大片《流浪地球》、《独行月

球》，导演重担竟交给“80后”新秀郭

帆、张吃鱼（首次独立执导），前者票

房收近47亿元，后者上映10天票房

已冲破20亿，这样的票房佳绩，许多

大导演也做不到。

有一点请注意：敢用新人，不等

于乱点将。新人的水平有高有低，

未必个个够格。新人即使有才华，

也是各有所长，并非万能。因此，如

何保证用人得当，很考验“伯乐”的

眼光，要胆大，也要心细。

当年如何选择《似水流年》的编

剧，其经验很可取。1983年，香港青

鸟电影制片有限公司总监制夏梦和

导演严浩来广州向珠影老厂长洪遒

求援，说他们打算拍摄一部描写当

代香港市民回广东农村老家寻根的

散文风格电影（就是后来的《似水流

年》），还没有剧本，他们请珠影推荐

一位熟悉内地农村生活的编剧创作

此本。洪厂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

电影人，他大力支持夏梦的项目，但

没有推荐资深老编剧，而极力推荐

刚调入珠影不久的无名编剧孔良。

孔良只写过动画片剧本和一部儿童

故事片剧本，洪厂长认为孔良虽然

年轻，但阅历丰富，思想解放，艺术

功底扎实，创作《似水流年》很对

路。孔良在上海出生长大，后来在

新疆农场的生产队以及广西的县文

工团工作近二十年，长期参加农村

生产劳动和下乡演出，对都市人和

农民的生活都很熟悉。《似水流年》

摒弃戏剧性很强的传统模式，尝试

采用很生活化的散文体风格，孔良

自幼受开放城市的熏陶，思想活跃，

不久前又在北京电影学院编剧进修

班深造，因此，他容易接受新的艺术

观念。孔良写的几个剧本虽然不是

很有名气，但都透出灵气，刻画精

细。孔良不是广东人，但其温润细

腻的江南人气质，与《似水流年》需

要表现的广东人性格较接近，因此，

他写淡雅精美的散文电影并不困

难。夏梦和导演严浩认为洪厂长的

分析很有道理，欣然接受。孔良果

然不负众望，他调动多年的生活积

累和艺术积累，又去潮汕农村深入

生活两个月，灵感大发，仅用七天时

间就写出了《似水流年》的剧本。

首部反映殡葬行业的国产片

《人生大事》能打响，与编导刘江江

的生活阅历和创作经历有很大关

系。刘江江的爷爷是木匠，刘江江

说：“小时候我家院子里就摆满了鱼

柳、桑怀、松木、柏木的各种棺材。

十里八村谁家有丧事，爷爷会去帮

忙。”他小时候还跟着爷爷去参加葬

礼，棺材成了他的“玩伴”，常躺在里

面玩捉迷藏。后来在电视台做栏目

剧时，就写过有关殡葬的故事。

科幻片《独行月球》并非展示现

实生活，编导不可能有直接的生活

体验。拍这类影片需要主创有丰富

的艺术想象力和新潮的现代感，该

片编导张吃鱼很符合这些要求。他

本人是思想活跃、多才多艺、综合能

力强的“数据型宅男”，特别喜爱喜

剧和新科技。当然，艺术家的科幻

想象力，也离不开间接的生活体

验。如张吃鱼能拍好月球上的动物

金刚鼠，是因为他平日也喜欢小动

物，养了一只狗四只猫。张吃鱼并

非只会纸上谈兵，他虽然年轻，但进

入“开心麻花”团队也有十多年，认

真参加了多部影片的创作，功底很

扎实。《独行月球》制片方认为“小张

同志”担任该片的编导挺合适，决定

破格用人。

敢干和蛮干不是同义词。电影

制片方使用新人，要科学性不要盲

目性，对新人的出身、经历、个性、特

长必须有较全面较深入的了解，“知

人”才能“善任”，用其所长，无论制

片方和创作人员都事半功倍。

本报讯 8 月 4 日，光影无界，价

值共生——2022 NEC影院生态合作

伙伴签约发布会以线上直播的形式

举行。正值七夕佳节，夏普恩益禧

视频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与同辉佳

视（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

六家合作伙伴“约”定七夕，携手同

行，NEC电影机将以积极、开放的态

度与合作伙伴共同打造影院生态，

实现价值共生。

夏普恩益禧视频科技（中国）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崔永新表示，夏

普恩益禧视频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在 NEC 显示产品原有的研发设计、

市场推广、销售及售后服务基础上，

叠加了夏普在供应链管理和规模生

产上的优势，强强联合使公司正在

形成新的战斗力和新的生态体系，

同时有了更多的资源和支持。

随后，夏普恩益禧视频科技（中

国）有限公司 NEC 电影机全国销售

总监李韬发布NEC影院生态和NEC
影院生态合作伙伴的合作政策及理

念。李韬强调，NEC 影院生态模式

及 NEC 电影机重磅新品的发布，是

NEC电影机深厚技术底蕴和强大创

新能力的集中展现。未来，NEC 电

影机还会迭代出新的产品，优质的

服务体系激发势能。

作为 NEC 电影机的核心战略

合作伙伴，同辉佳视（北京）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福昊发

言表示，多年的合作基础，让彼此

拥有稳固且深厚的信任关系，“后

疫情时代”大家更要“抱团取暖”，

共克难关。NEC 电影机首开行业

先河打造影院生态模式、为影院运

营探索新出路的大厂风范和同辉

佳视长期致力于为客户带来最佳

视觉体验的服务理念如出一辙。

当前，影院发展处于存量博弈时

代，作为数字影院综合运营服务

商，同辉佳视将致力于用数字化能

力赋能影院行业，助力影院创新营

收模式。

签约会上，夏普恩益禧视频科

技（中国）有限公司与同辉佳视（北

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

广华夏科技有限公司、成都盛大同

创影业有限公司、广州天海影院设

备有限公司、中传保艺科技发展（北

京）有限公司、安徽盛世观瑭影视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六家合作伙伴共同

签署2022年NEC电影机合作伙伴战

略签约，象征着在未来一年，大家将

风雨同舟，携手共赢。

（支乡）

本报讯 7 月 29 日晚，第七届

中加国际电影节在蒙特利尔举行

线下颁奖晚会，对第五至第七届

获奖电影进行了集中颁奖，中国

驻蒙特利尔总领事陈学明参加了

颁奖典礼。好莱坞著名电影人卢

燕荣膺终身成就奖，中国演员姜

武凭借《扫黑·决战》获得第六届

中加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来自中国的人物传记电影《邓小

平小道》荣获最佳传记电影奖。

在此之前，今年 2 月 6 日，《邓

小平小道》入围法国尼斯国际电

影节，获得包括最佳外语片原创

剧本、最佳外语片导演、最佳外语

片剪辑、最佳外语片原创音乐、最

佳服装等五项大奖提名；4 月 25
日，荣获第 55 届休斯顿国际电影

节外语长片铜雷米奖；4 月 26 日，

入围东京推出电影节；7 月 19 日，

荣获国际推出电影节联盟最佳美

术指导大奖提名；7 月 21 日，入围

第 44 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非竞赛

单元。

《邓小平小道》讲述文革期间

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被下放江

西接受监督劳动工作与生活的故

事，由江西、广东、江苏、四川四省

联袂打造，王兴东担任艺术监制、

编剧，雷献禾总导演，卢奇联合导

演、领衔主演，张勇总制片，黄平

担任制片人，涂冬生等担任总策

划，马大为、黄文华、张仲鸣担任

联合制片人，夏金、杨慧慧、童画、

张萍、张丽元担任执行制片人。

（花花）

本报讯 由中华儿慈会少儿公

益影视专项基金支持的电影《人间

世》自重新定档 8 月 19 日以来，一

直受到广大影迷的期待与热议。8
月 8 日，影片发布“生命绽放”版终

极预告和“人间值得”版终极海

报，通过坚强、隐忍、陪伴等诸多

瞬间，细腻描摹出两个抗癌家庭的

悲喜，在离别与陪伴的两弦上奏出

生命之歌。

“生命绽放”版预告中，无论是

罹患肝癌的妈妈许烈英，还是罹患

骨肿瘤的女孩王思蓉，两个抗癌家

庭的生活细节都被逐一剖解，让观

众 看 到 苦 难 背 后 相 依 相 守 的 深

情。母女间无言的陪伴、夫妻间意

外的浪漫、病友间坚强的鼓励，真

实的画面一幕幕划过，于无情的命

运中迸发爱的火花。预告结尾处

烟花腾空而起，正如生命无论长

短，都会有绚烂的时刻。

《人间世》是同名电视纪录剧

集的大银幕版，影片为呈现出更丰

富的内容，不仅汇聚了总导演秦

博、范士广等原班人马，也通过陶

涛和张琪两位监制和导演的共同

创作，带来了全新的主题视角和叙

事结构，带观众透视医疗、生死、

亲情、爱情、友情等人间百态，在

感动之余收获思考。

在导演范士广看来，电影《人间

世》取材于催人泪下的真实故事，但

并非一部“卖惨”的作品，其初衷也

不是让大家感受人间疾苦，而是希

望通过温暖而充满力量的事迹，让

人看到生命的底色与美好。

在过去一年里，影片已入选包

括上海国际电影节在内的多个知

名影展，同时入围 2021 广州国际

纪录片节金红棉评优单元，并荣获

第十一届光影纪年中国纪录片学

院奖最佳纪录电影奖。在众多荣

誉的加持下，影片数次举办全国点

映活动，均得到广大媒体与影迷的

真挚好评，被称赞是一部“有深

度、有情怀、有意义，探讨生命价

值的佳作”。

（影子）

本报讯 8 月 4 日，由叶大鹰担

任编剧和导演，朱丹、尤勇智、海

一天领衔主演，宋宁峰、王策、林

子、王悠主演的电影《永不妥协》

在京举办首映礼，出品人、总制片

人、联办总干事王波明及电影主创

叶大鹰、朱丹等参加活动。

《永不妥协》主要讲述了朱丹

饰演的《新岛周刊》主编余丽顶住

各方压力，与黑恶势力斗智斗勇的

故事，不但资本造假案进行了精彩

还原，更展现出媒体人维护正义时

的决心与信念。电影定于 8 月 12
日公映。

《永不妥协》主打“媒体抗黑”，

是近年来国内鲜见的反映媒体记

者秉持职业操守与社会良知，积极

配合司法部门联手出击，面对资本

市场黑恶势力及其背后的利益集

团“永不妥协”的主题影片。

在映前见面会上，叶大鹰表

示，这些年自己一直在试图突破

“红色导演”的框框，“我被这四个

字框了很多年，没有想到（突破

的）难度会特别大。当你的名字前

有了这个头衔，电影投资人的思路

和看法往往也会‘顺拐’。比如我

想拍个喜剧的时候，投资人总是觉

得，你还是拍红色题材最好，这不

是你最拿手的嘛。”

为了突破自己，叶大鹰笑言不

惜“屡败屡战”。谈及自己十年磨

一剑的新作在创作时遇到的困难，

他介绍说《永不妥协》有一定的职

业门槛，“主要的困难还是出在创

作上，首先电影中的记者群体，我

之前并不是很了解；其次是对于金

融行业的大佬们，他们的吃喝拉

撒、行为做派，我也不是很了解，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观

察他们的生活。剧本我前后创作

了 6 年，改了 90 多稿。”

而对于此次为何选择主持人

朱丹出演女一号，叶大鹰信心满

满：“我一向敢于起用新人，当年

张国荣在《红色恋人》中饰演共产

党人，他也是港台明星里第一个演

中共党员这种角色类型，他也是

‘新人’。朱丹作为演员可能还是

个新人，但她本身可是老记者，在

她身上有记者勇于揭露事实的执

着。”

朱丹则介绍说自己在第一次

试镜时表现并不理想，“回到杭州

后，我马上给导演打了电话，希望

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正是这种信

念感最终打动了导演，因为一名真

正的记者从来都不会害怕拒绝，都

想成为专业领域中的英雄。”朱丹

透露，电影中余丽被歹徒胁迫私刑

逼供，“我当时真的是被套上了塑

料袋，因为这个桥段你无法考演技

去完成，只能靠真的‘闷气’来表

现一个弱女子的挣扎。”

王波明笑言电影拍完了自己

也没弄明白制片人是干什么的，

“大概是最后把这事儿给撺掇成了

就行”。

谈及为什么要拍这部影片，王

波明表示：“电影中有两条主线和我

人生经历有很大重合，一是关于股

票市场，二是关于媒体人经历。财

经领域的媒体人拿着微薄工资在

市场做调查，抵御几个亿、几十亿

甚至上百亿的诱惑和威胁，追求真

相，捍卫正义，非常不容易，这种精神

我称之为‘永不妥协’的精神。”

（姬政鹏）

纪录电影《人间世》终极预告海报双发

现实题材电影《永不妥协》首映式在京举行

《邓小平小道》
获中加国际电影节最佳传记电影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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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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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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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NEC影院生态合作伙伴签约发布会举行

《人生大事》导演刘江江与监制韩延

《独行月球》导演张吃鱼和郝瀚讨论袋鼠细节

叶大鹰（右）、朱丹（中）在首映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