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风骀荡
看文化

周
刊

文化
执行主编：海粼 责任编辑：徐跃 版式策划：纪安静 制图：安宁 2018年5月11日 星期五 邮箱：172965245@qq.com

文
化

漫
谈

□白文宇

多年来，人们一直以
为清水河无城，对于清水
河城的城墙知之甚少，笔
者查阅了县志和大量的
相关史料，就城墙的遗迹
与县内知情者进行多次
交流，了解了民国时期清
水河城的基本情况，与读
者分享。

清水河城建于 1931
年，后于1949年拆除。它
在清水河这块土地上存
在了 18 年，县城周长约
5.46里，高3丈6尺，设有
东西城门，后有北城门。

在修筑清水河城墙
时，是依据地形山势，因
地筑城，西北选择山势陡
峻之处筑土墙，这样既可
减少运夯土的工程量，又
增加了城墙的险峻，整个
城建在一个低缓山坡上。

这座城先后见证了
清水河县从抗日战争到
解放战争期间的历史往
事。

清水河县，这个黄土
高原的小县城，居晋西北
根据地外翼，又是绥远南
大门，战略位置十分重
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时期，各方争夺激
烈。通过文史资料和老
兵的口述得知，抗日战争
时期，在连接大青山抗日
根据地晋西北与陕甘宁
边区的交通要道上，曾经
发生过不屈不挠的革命
斗争，出现过可歌可泣的
英雄故事。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
国共双方曾经多次反复
的激战争夺，在一个小小
的县城曾上演“八进七
出”的战争史。可以反映
出当时抗战胜利后，清水
河在整个山西、绥远地区
的战略位置。

如今到此的匆匆旅
人，很难想象当年这城墙
上的枪林弹雨，或许现存
残破的城墙遗址的裂缝
中，还残留着战士们的鲜
血，是他们用自己的热血
捍卫了这片土地。“烈士
回眸应笑慰”，这些当年
走上革命道路的先辈们，
看到今天家乡的新面貌
定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清水河城的遗址，如
今只能在红旗和古城坡
村找到一点遗迹。现存
的文史资料中，只有《清
水河县志》《清水河县概
略》有记载，《清水河县的
革命斗争史》中能找到关
于国共拉锯，争夺县城的
战斗故事记载。在今老
牛坡党支部展览馆，复原
了当年争夺县城发生的
八进七出战斗史：“八进
七出”之战，迄今虽为陈
迹，而其战仍乃激烈，然
此景以昭炯戒，激众志，
则其意深长矣。

诚然，现今的清水河
县城里已经看不到坚固
的城墙和厚重的城门了，
也没有城里城外的地域
概念，有关清水河城的故
事都被覆盖在今天的繁
华街市下，它的历史像河
水淌过的沙滩一样，没能
留下过多的痕迹。即便
是这样，曾经能有这样的
城垣遗迹，仍是清水河人
民的骄傲，它是前人留给
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也
是清水河历史文化的浓
重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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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电影还未上映时，导演或是演员往往会对影片票房形成最初的影响力，但一部影片真正叫好又叫座却

离不开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制片人。在电影创作上，他们是决策者；在电影素养上，他们可以胜任一个好导
演。他们既有艺术理想，又有资本，工作横跨创作、管理、市场营销等多个领域，通过严谨的调研、科学的制片流
程，最大化地实现了影片的价值。 ——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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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片人的工作开始于挖掘故事，成熟的制片人
总是能分辨出故事的好坏，用灵敏的嗅觉作出精确
的判断。

“剧本是一剧之本，故事是影片的灵魂，优秀
编剧能让好故事大放异彩，因此找编剧和找故事
是同等重要的，这个主动权要放在自己手里。”呼
和巴特尔说，他选择编剧的标准，就是价值观、创
作观念和审美理念的综合考量。

呼和巴特尔与《警察日记》的缘分始于 2011
年，他亲自走访了故事原型郝万忠的亲人、同事、朋
友，观看了郝万忠生前的视频资料，阅读了郝万忠
的68本工作日记。下定决心要拍摄这部电影后，

寻找编剧的过程却异常曲折，一个一个地谈下来，
都不能令他满意。最后，呼和巴特尔找到了成功
撰写《霸王别姬》《活着》等电影剧本的著名编剧芦
苇。芦苇对呼和巴特尔说：“这个剧本应该写出一
个中国基层公安局局长真实的生存工作状态，写
他们的困惑。不要试图去瞎编故事，不要人为地
去拔高刻画人物。”芦苇的创作观点与呼和巴特尔
的拍摄初衷不谋而合，为该片确定了风格和走向，
随后呼和巴特尔找到编剧宁岱完成了剧本的创
作。

《警察日记》上映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该片
获得了第21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编剧奖，业

内专家评价：剧作扎实，人物塑造可信，整体流淌着
纪实美学的庄严和写意的哲学魅力。更值得骄傲
的是，该片也成为唯一一部入围第26届东京国际电
影节主竞赛单元的中国电影，主演王景春更凭借此
片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影帝桂冠。

制片人与编剧的联系是紧密的，制片人寻找
故事，并委托编剧进行创作，通过多次组织编剧、
导演、发行等相关人员召开剧本讨论会，从拍摄、
市场、发行等多个方向对剧本进行宏观的把控。

“一个好故事首先是要感动自己，才可能感动
别人，我要带着这份感动，找到和我一起讲故事的
人，把这份感动传递出去。”呼和巴特尔说。

与编剧一起讲故事

“真正的制片人是导演背后的导演，制片人考
虑的是战略，导演考虑的是战术。”呼和巴特尔说。

选导演和选编剧是有共同之处的，都是根据不
同的电影题材选择合适的人选。决定拍《警察日
记》时，呼和巴特尔便开始找导演逐个地谈，最后才
确定与国内著名导演宁瀛合作。《片警宝音》的筹备
过程十分艰难，呼和巴特尔酝酿这部电影用了将近
4年的时间，共接触了7位导演。

呼和巴特尔说：“我喜欢与有思想深度、独特视
角、对事物有敏锐观察力的导演合作，他们不一定

是成熟的，也可以是新人导演。导演用镜头来写
作，表达对世界的看法，他们只考虑电影本身，剩下
的，我来考虑。”

制片人依赖导演，被导演架空，一个导演养一
个制片公司，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导演过多的
考虑商业价值并不是一件好事，这样作品的内容价
值、艺术高度得不到保障。在好莱坞，制片人中心
制早已是行业范式，《加勒比海盗》《珍珠港》的制片
人杰瑞·布鲁克海默就是一个导演背后的导演，他
严格控制每一个创作环节，几乎监督导演的每一个

镜头的拍摄。
呼和巴特尔坦言：“找导演，其实是延续你的

风格，想法要尽量一致。我与导演的相处的模式
又与好莱坞模式有点不一样，我们在前期会用大
量的时间探讨题材、影片，把我的想法传达给他，
一起将主创人员确定下来。具体到怎么拍，我会
放手，这是导演的强项，应该让导演放开手脚，我
不会过多干预。直白的说，制片人就是作品的筋
骨，负责沟通和协调，把整个作品的制作环节连
接起来，而导演更看重作品本身。”

与导演一起做精品

人们只看到一部电影的荣誉都被演员和导
演占据，却不知道“最佳影片”这个最重的奖项
是颁给制片人的。这个奖项褒奖的是制片人的
眼光、洞察力和魄力，他们组织领导一群人将故
事搬上银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有一点：
演员的正确选择，制片人功不可没。

呼和巴特尔介绍：“我用演员有两个标准，一
是要高度适合角色，二是戏要好。根据不同的题
材来选择演员，名气并不是主要的，演员演戏没有

捷径，天分和努力缺一不可，启用流量明星并不是
作品成功的保证。我也经常会使用一些非专业演
员，我的原则就是不追星，坚信好的剧本是能够托
起演员的，自己造星才是本事。”

呼和巴特尔列举了一些制片人应该具备的基
本素质：

一个合格的制片人，应该是一个创作者，要懂文
学，喜欢阅读。他要找到合适的剧本，合适的编剧、导
演、演员来完成自己的构想，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谁来

培养，谁来教育，希望他走上社会后成为什么样的人。
一个好的制片人，更应该是一个有情怀的人，

要善于观察生活，懂得慧眼识人。所谓的大片，并
不是明星多、投资大，而是格局大、情怀大。

选对演员，是制片人对电影负责任的表现，纵
观呼和巴特尔制作的电影，他所选择的演员都是非
常成功的，《警察日记》中王景春饰演的郝万忠、《片
警宝音》中宝音尼木胡饰演的宝音……这些主演的
精彩演绎，与角色浑然一体，成就了作品。

与演员一起抓角色

“制片人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着作品。一
个合格的制片人要代表观众，考虑得更加全面。”
呼和巴特尔说。

电影没有一个固定的方程式，它是千变万化
的，谁也无法保证哪个人拍的、哪种题材的电影
就一定受欢迎，电影没拍出来以前有很多不确定
因素，而制片人要做的，就是尽可能驾驭作品。
那些不懂市场，依赖炒作的制片人不在少数，这
是对所投资电影的一种不自信的表现。

在呼和巴特尔心中有一个好电影的标准，就
是要有正确的价值观，把故事讲流畅，用真情实
感去打动观众。

“我相信观众的判断，也坚信创作东西要纯
粹，这就和做菜一样，不是越多加工越好。一部电
影90分钟，能把一条主线讲明白就很好了，要以不
变应万变，市场需要纯粹的好作品。我相信，和观
众站在一起，总会有你的一席之地。”呼和巴特尔
说。

事实上，制片人比我们想象中拥有更多的能
力和潜力。他们对剧本质量、导演的专长、影片的
前景都有独立的判断力，不会被宣传和发行牵着
走，失去方向。他们不做畅销产品，而做长销产
品；他们不迎合市场，而要引领市场。电影拍得好
坏、艺术表现力完美不完美，制片人都会做到心中

有数。
当然，优秀制片人还需要具备一种特殊的素质，

那就是创新意识。电影的生命在于创新，在于突破，
什么火拍什么，青春偶像、古装穿越、魔幻武侠……
一味的模仿、跟风，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跑是不行
的，观众是最公正的裁判。

电影市场化的今天，我们不能再简单地将制片
人定义为“出钱的人”或是“管理者”，像呼和巴特尔
一样独立的民族电影制片人正在崛起，并走向世界
舞台的中央，他们已将资本和内容生产稳稳地攥在
手中。他们的存在，让我们对中国电影的未来充满
信心。

与观众一起找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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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制片人呼和巴
特尔筹拍的电影《警察
日记》获得东京国际电
影节大奖之后，《人民
日报》曾刊发题为《平
等融入全球电影格局》
的评论。评论中说《警
察日记》是一部体现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主旋律电影，因为对人
性的挖掘和对中国社
会现实的呈现，获得了
国际电影界的关注。
《警察日记》敢于书写
当代中国真实现实、表
达了中国社会文化的
自信，它的成功在某种
程度上说明，中国电影
正在逐渐摆脱附加在
它身上的非电影因素，
以更加平等的姿态融
入全球电影的大格局。

电影《警察日记》
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主
旋律电影的新姿态、新
地位，而这部电影以制
片人为主导的电影制
作模式也逐渐被人们
所认可。制片人是什
么样的存在？他在电
影创作过程中发挥了
哪些作用？让我们跟
随呼和巴特尔一起走
进制片人的世界。

片片 《警察日记》剧照。

《片警宝音》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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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巴特尔，
蒙古族制片人，主
要 作 品 有 ：电 影

《警察日记》《片警
宝音》，电视剧《青
年乌兰夫》《我的
鄂尔多斯》《嘎达
梅林》等。

《警察日记》

《片警宝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