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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讲述一段被遗忘的创伤

斯琴高娃等少数民族电
影人欢聚团拜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
主办，中国电影家协会民族电影工作委员会承办
的“‘56个民族团结一心谱写光影华章’中国少数
民族电影人2019新春团拜会暨中国电影家协会
民族电影工作委员会年会”活动，在北京民族文
化宫展览馆举行。

斯琴高娃、谢飞、陶玉玲、李明启、广春兰、麦
丽丝、涂们、娜仁花、艾丽娅、萨日娜、胡尔西德·
吐尔地、杨秀措等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族电影人代
表，欢聚一堂，共话情谊、畅谈电影、回首过往、展
望未来。

中国电影家协会民族电影工作委员会成
立于2010年，始终坚持团结广大少数民族电
影工作者、促进少数民族电影发展的工作宗
旨，积极开展国际国内的少数民族电影文化
交流。

活动现场，中国电影家协会民族电影工作
委员会秘书长孙强与中国生态农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秘书长黎明共同发起《关于扶持民族
地区电影创作的联合倡议书》，中国电影家协
会民族电影工作委员会将与覆盖全国众多少
数民族地区的中国生态农业产业联盟合作，共
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电影文化产业与民族文
化发展。 （据《北京晚报》）

“一直以来大家都在
说陈数‘知性’，但我觉得
我好像是一个蛮奇妙的个
体，很难用一个词来形容
我的特质，往往要用多个、
甚至是对立的词语混合在
一起，才是真正的陈数。”
提到气质女神，陈数在大
多观众心中绝对拥有一席
之地。优雅、大气、平和、知
性成了她的关联词，然而
她却并不希望自己被所谓
的标签所禁锢。

正在北京卫视热播的
《幕后之王》中的陈数，让
观众看到了她高雅气质外
的另一面。剧中，陈数饰演
的星天娱乐董事长郁海
伦，雷厉风行、说一不二，
坐镇公司时指挥若定颇有
大将风范，出场不多却如
定海神针一般把控全场。
在这部聚焦幕后，展现传
媒行业真实现状的热血青
春职场大戏中，郁海伦不
只是一个运筹帷幄、颇具
眼光的传媒公司掌舵手；
还是一个心思细腻、懂得
保护下属的贴心领导人，

对淳于乔、布小谷职场的
发展、职业目标的形成，都
有着很大影响。

可以说，郁海伦一角
的出现，唤醒了陈数体内
的“王者之气”，尽管并无
任何可借鉴的生活经验，
但她还是凭借超强的自
我组装能力，在
对剧本的研
读和对身边
人的观察
中，完成
了重塑。
陈 数 认
为，在多种
类型角色中
随时调动各
种情绪与气质，
是一个演员重要的能力与
诉求，更是必须要完成的
使命，“因为我觉得我的角
色、我的工作特别重要，生
活是自己的，但工作的时
候就应该为它负责。”

事实证明，陈数的努
力没有白费。郁海伦甫一
出场，便让观众自然而然
地接受了人物女董事长的

设定。亮眼和谐的色系搭
配，时尚干练的衣着款式，
或明艳或大气的口红点
缀，陈数在剧中的穿搭被
网友盛赞为“时尚教科
书”。“一个高端的成功精
英女性，她的风格造型不
能是特别浅显的外在时

髦，一定还是要有
品位的。”她希
望，作为一
位 成 功 的
娱乐产业
女 企 业
家，郁海

伦 留 给 大
众的印象不

是“贵”，而是
“质感”。“你得让

观众相信，她和公司的其
他人是有身份落差、年龄
落差以及见识落差的。这
也是我创作人物很重要
的思考部分之一。”也正
因此，郁海伦的“霸道”
没有流于表面，而是融入
在了人物的举手投足之
间。但陈数也不无遗憾的
表示，“郁海伦的戏量有

限，演起来不太过瘾。剧
中更多体现了她的专业
素质，个人的状态呈现其
实比较有限，要是有一些
感情戏可能会更丰富一
点。”

相比于女权主义者，
陈数更愿意称自己是女性
主义者，并用“尊重”阐述
了二者的差别和自己的理
解。“并不是说女性就该怎
样怎样，男性就该如此如
此。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
我更主张把男性和女性，
把每一个生命个体放在一
个相对平等的平台上共同
面对，每个人都要肩负起
属于自己的责任，每个人
都应该尊重他人的存在。
我们从小到大常常被灌输
某种固有观点，似乎每个
人都应该朝着这种观点实
现某种成长方式。但其实
当我们长大后才会发现，
必须学会摘取适合自己的
方式，舍弃不适合自己的。
鼓励自己，鼓励他人，才能
彼此成就。”

（据《新京报》）

沉没的“里斯本丸”已
经在浙江舟山群岛的海底
躺了76年。淤积的泥沙、湍
急的涡流和时间的消逝，
掩盖住了1800多名英军在
这艘船上所经历的屠杀、
恐惧与惨痛。如今，终于有
人开始抚触这段被遗忘的
记忆创伤———正在拍摄的
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把
发生在中国人“家门口”的
这段惊险的历史，进行抢
救式地“打捞”，让水下的
英国人骸骨得以“回到家
乡”。他就是著名电影人方
励。

自费寻人独家定位

“里斯本丸”

2013年，方励到舟山
的东极岛勘景，当地人告
诉他，这片海域曾经在二
战时沉了一艘大船，船上
全是英军。方励乍一听有
点不信，但是之后，又有人
说起了这件事。作为战争
迷的方励立刻开始在网上
搜寻这段历史，发现“里斯
本丸”确有其事。

1941年，日本攻占香
港，英军鏖战数月后在圣
诞节投降，沦为战俘。1942
年9月，有1800多名英军战

俘被日军送上“里斯本丸”
号商船，从香港前往日本，
但在途中被美军的鱼雷击
中。日军撤走的同时，把战
俘用木条和帆布封死在船
舱底部。“里斯本丸”的沉
没过程经历了25个小时，
有一部分英军战俘在最
后一刻奋力逃脱，中国舟

山的渔民们也赶来奋力
救起了384人，但有部分战
俘未能逃出船舱，也有一
部分战俘在水中遭到了
日军扫射而身亡。最终，
有828名英军“埋骨”于
此。

东极岛之行让方励的
脑海里始终萦绕着“里斯

本丸”的故事。2016年，方
励定位了这艘沉船的位
置，十几天就完成了清晰
的3D成像。2017年，他率
领团队再次出海，确认了
沉船是一艘钢铁船。这些
证据都指向了“里斯本
丸”的真实存在。而方励
也由这个真相而睡不踏
实了，“里斯本丸上的英
国人相当于驻守香港的
英军的15%，英军主力都
在船上，而且大量是年轻
人，跟我的儿女一样的年
纪，80%的牺牲者都没有
后代，他们难道就这样被
世间遗忘了吗？”

2018年，方励自费200
多万元，在英国三大报纸
《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
和《卫报》上登“寻人启
事”，寻找1942年“里斯本
丸”沉船事件中的英军战
俘和他们的后人。这部名
为《The 828 Unforgotten》
的纪录片也引起了英国人
的关注，目前已经有325个
战俘家庭与摄制组取得了
联系。去年一整年，方励都
在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亲
自采访这些家庭，“目前，
纪录片的采访已经完成了
三分之二，内容已经足够
了。但我们有一个承诺，凡

是联系我们的家庭，我们
都会进行采访；所有人的
名字和影像都会出来。所
以，采访工作还在继续之
中。”方励说。

“里斯本丸”事件的当
事人目前只剩下三位。一
开始，方励找到了“里斯本
丸”上99岁的幸存者Dennis
Morley和曾经参加营救的
94岁中国渔民林阿根。而
之后，又幸运地联系上了
惨 案 的 另 一 位 亲 历 者
William Benningfield，他住
在加拿大魁北克北部山区
的小镇。

拍摄过程如同亲身经

历海难

方励说：“每天都在虐
心，如同经历了一场完整
的战争，每天听到的都是
悲欢离合、命运的起伏和
历史的厚重，如同我经历
了二战、经历了香港陷落、
经历了一场海难……而那
些后人们所经历的痛苦更
是几倍于我。”

他对记者讲述了一个
故事，“一位老奶奶已经80
多岁了，我们采访她的时
候，她的怀里抱着一个洋
娃娃，那是她的父亲在

1941年被俘之前，从香港
给他寄去的日本洋娃娃，
至今保存完好。我们同时
看到了一张照片，那是她5
岁时抱着这个洋娃娃拍
的。而今天，在我们的镜头
中，她已经是80多岁的沧
桑老人了，却依然怀抱着
洋娃娃思念和等待她的父
亲……”

“里斯本丸”的英军战
俘家庭对于逝者纪念的方
式是不过圣诞节，因为
1941年的圣诞节是香港英
军的投降日，那是一个魔
咒般的起始———他们即将
登上“里斯本丸”这艘死亡
之船。

英国媒体也关注到了
方励和他的纪录片，BBC
很好奇方励的动机，方励
的回答是：“我没有动机，
你们死在中国的同胞被忘
记了。我在英国街头采访
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知道

‘里斯本丸’这件事。但我
不能释怀，那些年轻的生
命从此葬身海底，而且是
在我们的家门口，如果不
做一些事情，我寝食难
安。”

据了解，纪录片《里斯
本丸沉没》将在2020年推
出。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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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励在接受BBCRadio4（非音乐娱乐节

目、新闻、记实节目）采访

方励和遇难者CharlesBrooks的儿子RonBroo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