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凭借《地久天长》中
润物细无声的表演，出
生于呼和浩特的咏梅从
柏林电影节抱回一座最
佳女演员奖杯。不过，很
长一段时间内，她微博
认证的代表作始终还是
《中国式离婚》《悬崖》等
几部旧作品，在记者的
提醒下，咏梅似乎被点
醒 ，“ 我 还 没 想 过 这 事
呢，确实该改一下。”之

后，《地久天长》 赫然在
列，排在首位。

《地久天长》在柏林
电影节首映那天，也是
咏梅的49岁生日，看过
一遍成片后，她特别期
待看第二遍。但是回国
后，接受采访、跑路演，
基本就没闲着。就算15
年前让她爆红的电视剧
《中国式离婚》，也没有
现在的“待遇”。采访咏
梅时，她正在去往机场的
路上，下一站路演是深

圳。电话这头，可以清楚
地听到她到机场过安检
的声音。对于如此密集的
工作安排，咏梅说，能适
应，“但你要问我喜不喜
欢，那我只能说对快节奏
的工作还是不喜欢。”在
接演《地久天长》之前，
她已经三四年没接过戏
了，与其接不好的剧本，
还不如休息，“我的生活
比那些剧本，比那些戏精
彩多了。”

不拍戏时，用咏梅的

话就是“过日子”，读书、
看电影、旅行。前两年朋
友推荐她去练瑜伽改善
身体状况，她尝试了一次
后就爱上了这项运动。拿
到柏林最佳女演员回国
的第三天，她就迫不及待
地跑去上瑜伽课。

在外界看来，咏梅对
于娱乐圈的名利欲望不
屑一顾。但她却说，自己
也曾在乎过一段时间。那
是2004年电视剧《中国式
离婚》热播的时候，咏梅

饰演的肖莉一时间被全
国观众记住，“那个时期
对我比较有诱惑，有点搞
不定，”有种失控的感觉，
既不喜欢跟着它跑，也不
喜欢被它拽着跑，最终决
定离它远一点。如今，咏
梅似乎又回到了《中国式
离婚》的欲望纠缠中。但
现在的她已经能够从容
地应对，“那时年轻，有种
不知所措的感觉。现在还
好啦，来吧，我没关系。”

（据《新京报》）

《新京报》消息 由王
小帅执导，王景春、咏梅领衔
主演的电影《地久天长》22
日在全国公映。在今年柏林
国际电影节上，该片主演王
景春、咏梅包揽了最佳男女
演员银熊奖，创造了华语片
的历史。

影片时间跨度长达30
年，涉及改革开放、计划生
育、下岗潮、出国潮等重大
社会变化，主要讲述两个患
难友爱的家庭因为一次意
外而产生裂痕，其中一家离
开家乡搬到遥远的南方，相
隔30年后再度聚首的故事。

剧情跨越30年

从《青红》到《我11》再到
《闯入者》，王小帅完成了他
的“三线建设”三部曲，而《地
久天长》算是他创作视角的一
个变化，之前的三线视角属于
王小帅的个人经验，但是《地
久天长》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
去呈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
人的情感。这个叙事没有带入
王小帅的个人经历，“我觉得
这样的题材和故事是不需要
的，相反是应该有共情才好，
这样一种命运、家庭的转变
跟这个社会的起伏是千千万
万的家庭中都存在的，有更广
阔的共性和共情。”

影片的故事时间跨度
30年，电影在叙事过程中打
乱了线性时间叙事，用一种
碎片化方式拼贴出这30年两
家人的情感命运。整个叙事
中，导演运用了大量留白，没
有字幕提示。并且，导演在镜
头的剪辑上全部是硬切，不
像有些电影会用渐显、渐隐
等方式，还有字幕提示，让观
众感觉到时间的流逝。导演
认为这是很传统的方法，而
他是想把整个记忆像碎片
一样直接嵌进来，“你只要看
进去，进入到几个人物之间
的故事和命运，就不会纠结
于到底发生在哪一天。”

时长近3小时

王小帅起初在创作剧
本时，是从一个起点一步步
往前推，按照时间线搭建的
结构。但写完发现是一部长
篇巨著，能拍一部电视剧了，

电影两个小时的时长很难
承载。并且想要拍的场景其
实很多都不存在了，需要搭
景，成本就增加了，这就不
得不在剧本结构上做调整，
故事重写，把两家人的重要
命运节点放进去，“这样做
的话就三个小时了”。

王小帅觉得，这三个小
时里囊括了两家人几十年
的跨度，人物情感很饱满
充实，已经是最精简的版
本了，甚至他还觉得电影
完全还可以再长出1小时，
观众都不会觉得疲倦。如
果有可能的话，他觉得可
以尝试把之前剪掉的内容
再放回来，出一个导演剪
辑版，“这跟市场没有关
系，和观众也没有关系，这
是一个作品本身生命力的
问题。”现在国内放映的版
本是175分钟，据王小帅透
露，“多多少少考虑到国内
观众的观影经验，个别镜

头剪得稍微紧凑了一点。”

在包头和连江搭景

《地久天长》的拍摄地
主要在两个城市，一个是
内蒙古的包头，一个是东南
沿海的福建连江。电影中王
景春和咏梅饰演的夫妇最
初在包头生活，因为儿子溺
水去世之后，便搬到了福建
连江。两个地域相差几千公
里远，导演想表达这对夫妇
在面对生活发生巨变之后
流浪的心情。

电影中几位主人公，
在中国多年的变革中，从
过去的“铁饭碗”到后来的

“下岗”，变化和影响相对
比较大。而中国有重工工
厂的，东北、西北偏多，包
头有钢铁厂等重工业基
地，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
择。而福建连江当地的方
言，外地人完全听不懂，比
英语、法语还难，比较适合
片中夫妇作为逃避过去，
重新开始新生活的地方。本
来原剧本中故事发生地还
有海南，现在成片中精简掉
了，只留下齐溪饰演的茉莉
的一句台词：“知道你们去
过海南，后来又到这儿，以
为你们还会换地方，没想到
一待就待下来了。”

片中包头和连江的场
景绝大部分都是美术重新
搭建的。包头的场景中，美
术组会找一些废弃结构的
房子，又重新在里面做了一
些细节和搭出所有布置。而
在连江场景中，本来剧组可
以借用现实的场景，因为那
个地方几十年来变化不是
很大，但是王小帅觉得要到
老百姓家里拍这么重场的
戏，也不太好调度，所以，片
中海边的小作坊、家都是重
新搭建出来的。导演王小帅
说，这已经不是一部电影
了，这就是生活，我们带过
来的就是扑面而来的生活。

触碰内心情感

《地久天长》在柏林电
影节首映时，1000多人大厅
安安静静，电影放到多年之
后，王景春和咏梅给儿子上
坟那场戏，老两口在墓地拔
草、焚香、烧纸，然后坐在坟
边喝水剥橘子……突然，观
众群里有人嗷一下就嚎出
来，泣不成声了。

王小帅和同事之前在
剪片的时候，被这种情感触
碰之后也会有这种反应，但
他以为是自己太投入，给其
他观众放映的时候没有这
种预想。他不喜欢煽情，在

他之前的电影里，有些戏演
员明明马上要哭出来，观众
的情绪也马上被煽到了，他
却剪掉了，“我不想让你哭，
不想煽情，我的本意也不是
说这是一个很煽情的片
子。”

王小帅知道，两家人20
年后在医院重聚的那场戏，
对观众来说可能是个泪点。
在拍摄前，他反复强调“演
员千万别哭”。在王小帅看
来，按照生活常态，20年不
见的老朋友，见面时不会
上来就哭的，有可能在聊
天喝酒时触碰到某个点才
会引起情感共鸣，才会哭。
但特效团队给演员做的老
年妆太逼真，再加上每个
演员都经历了前面的故
事，每次拍都忍不住哭，

“后来我也不想劝他们了，
他们要激动了你是劝不住
的。”

“我觉得是这个隐忍
的力量，善良的力量在感
动别人，不是电影本身技
术上要求别人哭。”王小帅
不希望观众抱着哭的心态
走进影院，他认为电影就是
讲述普通老百姓的普通情
感，他们没有被自己的苦难
和遭遇弄得撕心裂肺，而是
不经意间触碰到观众内心
的情感。 （滕 朝）

新报讯（记者 马丽

侠） “像一棵草一样行走，
在草原，在高原，在城市水泥
缝隙间；像一棵草一样行走，
用弱小，用孤单，用绿色的骨
头撑起蓝天；道路有长有短，
时间又快又慢，我知道梦和现

实很遥远，但一定过好我的每
一天。”伴随着优美的旋律，草
原歌手青格在蒙古族诗人阿
古拉泰的一首短诗里找到了
自己的声音。3月19日，青格倾
心演绎的走心作品《像一棵草
一样行走》正式发布，呼吁大
家能珍惜当下，过好每一天。

3月21日，青格告诉记

者，一年前，她和朋友在探讨
阿古拉泰的一首短诗《像一棵
草一样行走》时被打动，并突
发灵感，想将这首诗唱出来。
没想到这个想法也得到了阿
古拉泰的允准，不但奉献诗
作，还在后期的创作中，亲自
改写歌词，让带着深情的文
字，变成了诗一样的旋律。

青格，青年蒙古族歌唱
演员，2011年出道以来，创作
并录制了上百首风格迥异
的歌曲，参加过各种大型音
乐赛事和活动，2018年，参加
湖南卫视《歌手》节目，为腾
格尔《怀念战友》作品伴唱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选段，
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观众。

◎◎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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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格演绎走心作品《像一棵草一样行走》

包头取景 《地久天长》跨越30年

在柏林电影节放映时，影片后段老夫妻

为儿子上坟的场景引得全场观众泪奔。

呼和浩特人咏梅:我的生活比剧本精彩多了

青格

◎◎文娱内蒙古

咏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