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历过两次事业上破釜沉舟的
陈铁占最近又有了新烦恼，这与他
还欠银行贷款无关，而是陷入了迷
茫期，目前也算得上家大业大，但陈
铁占不知道怎么管理公司，他想找
一个懂管理的人来打理公司。“毕竟
以后年龄大了，熬夜熬不了了，公司
上的事情由于文化程度限制有很大
困扰。”

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的问题
也出现在了灯光师行业。

对于父亲的困扰，25岁的陈颖
聪倒显得很冷静，因为在年轻人看
来，灯光师是出卖劳动力，影视器材
租赁行业的设备更新换代又特别
快。郑州工学院计算机专业毕业的
陈颖聪刚开始是想往IT行业发展，
后来父亲年纪大了，家业需要人来打
理，陈颖聪就和妻子田蒙蒙一起辞了
工作，和父亲一起共同努力。对于以

后的发展，陈颖聪表示，无论影视
器材租赁现在能挣多少钱，回

报是越来越少的，“我现在
想的就是目前用这种方

式挣钱，再把钱投资
到其他领域看是

否能够产生效
益”。

邢
金峰

试图往全产业链上发展，但目前还是
尝试，只是器材公司不太好做已经成
为共识，产业发展也已经到了瓶颈
期，虽然单靠技术，邢金峰就已能达
到年薪百万，但他还是尝试着做点儿
更大的事。他说：“现在国内的影视
器材租赁公司有四五百家，影视产业
发展到一定程度上，小规模公司会被
逐步淘汰。我在北京看上了两个实
景棚，觉得这个行业前景还不错，一
个成熟的实景棚需要做防尘、隔音、
降温、取暖、消防，交通还要便利。如
果实景棚做起来，周围是不是还可以
建饭店、旅馆、超市？这种一荣俱荣
的全产业链拼的就是服务。”

那么回鄢陵怎样？在经历过“总
把他乡当故乡”的创业拼搏后，很多
成功者都选择回乡发展。据报道，目
前鄢陵县从事灯光师行业的有不下
2万人，鄢陵县官方也计划建造一个
汉魏风情园的影视基地。不过灯光
师们苦恼的更多是技术问题。

“建造一座影视基地的想法不
错，但目前北京和横店的影视基地及
配套已经成熟，河南也有中原影视城
和焦作影视城。另外，鄢陵的山水景
观很少，这在影视拍摄上是很大的短
板，建造一座影视城耗资巨大，建成
之后如何招徕客户，如何弥补自身的
不足？这都是实际要考虑的问题。”

这个行业的未来究竟如何？他
们都不好说，试探性地走一步算一步
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选择。

苦与乐并行，机遇与危机共
存，河南灯光师就在这种状态

中一路前行。

河南灯光师的

在很
多人心中

都有这两个
疑问，为什么国

内 80%的灯光师
都是河南人？为什么

又大多是河南鄢陵人？
鲁快长和陈铁占在接

受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采
访时都提到了“邢建伟”，他是鄢

陵最早的灯光师。据介绍，1991
年，16岁的邢建伟独闯北京电影圈，曾

在《黄飞鸿》《戏说慈禧》等剧中当群众演
员，后来在电影《太极张三丰》《马永贞》《康

熙微服私访记》等影视剧中担任灯光师。邢建
伟曾在接受采访时介绍过，当时港台戏很多，灯光

设备都很重，所以灯光师是一种体力活，河南人能

吃苦，干活卖力，“干得不错后，再缺人时对
方就会让你再去找找，就找亲戚好友，带邻居或

街坊”。
据公开资料显示，2013年，邢建伟月薪就已达

到十万元。看到邢建伟成功，鄢陵人也纷纷效仿，
鲁快长介绍，鄢陵的灯光师以张桥乡老张桥镇张北
村的人居多，都是亲戚带亲戚，兄弟带兄弟出来
的。来北京后，北京电影制片厂、青年电影制片厂、
科学教育制片厂等都在北三环附近，所以第一批河
南灯光师的聚集点就在北三环附近，后来北京房价
蹭蹭上涨，就往四环搬迁。“可以说，灯光师是被北
京房价逼到沙河镇的，如果房价再上涨，我们可能
就得往北六环外搬了。”鲁快长苦笑道。

灯光师这个职业虽然入门简单，但要是上道挺
难。2011年，鲁快长已有做独立灯光师的资格了，
当时他认识了圈内有名的摄影师张远，鲁快长坦言
是张远把自己直接带到灯光师的位置上。“张老师
是电影学院科班出身，我跟着他学了不少光的作
用，对环境氛围的烘托，胶片曝光、反差等理论知
识。”鲁快长说，“做灯光师说容易也容易，跟着师傅
让干啥干啥就行，但要想真正提升也很难，要懂电，
多大的电流合适，多大的线带多大的灯，功率多少
合适。另外还要懂美术，摄影师进一个场景，灯光

师脑子里就得有画面、有构图，打完光这个画面是
什么样的心里得有数。再往深里说，灯光师还要理
解导演的意图，导演需要什么，剧情需要怎样的光
线烘托，都必须和导演、摄影师进行沟通。”

鄢陵人一边吃苦耐劳干着体力活，一边在实践
中努力学习理论知识来提升自己，但当时灯光师这
个职业依然被人们视为苦力。“很多老字辈的灯光
师都是北京人，但从事影视业的北京年轻人不愿意
干，慢慢地，河南人就把‘灯光师’这个职业接过来
了。”鲁快长说。

46岁的灯光师司心愿介绍，1997年左右，河南
人就基本垄断了灯光师这个行当，比如陈凯歌的
《霸王别姬》、李连杰的一系列电影基本全程参与。
“因为是香港班底的电影，多多少少会影响咱们的
思维，会无形之中影响做灯光师的思路。因为我们
专业知识贫乏，所以会自己买书，现在也在看，需要
接触国外一些先进的理念。只有理论的东西跟上
之后，实践过程中才会大胆地去创新，没有理论你
只能去模仿。”

和摄影师曹郁合作多年的灯光师孙志功也表
示，鄢陵人特别能吃苦耐劳，逐步在剧组站稳脚跟，
这也是许许多多的鄢陵人经过多年奋斗共同努力
的局面，“大家默默无闻的奋斗，值得所有人尊重”。

影视圈是一个容易出奇迹的地方，只要努力能干，
就会获得成功。

孙志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09年，孙志功和
曹郁开始合作，连续拍摄了《爱出色》《万有引力》《匹
夫》《无问西东》《九层妖塔》《摆渡人》《妖猫传》等影片，
最近刚完成管虎新作《八佰》的拍摄。孙志功表示，和
大多数人一样，当时干灯光师只是为了有口饭吃，现在
已经成了一生要追求的事业，内心也真正喜欢上了这
个行业。说起曹郁，孙志功介绍，自己是和他一起拍广
告时认识的，曹郁是一个技术控，对光影的要求特别苛
刻。“对我来说，要不断地提高自己，才能满足曹郁对影
调的构思，以及在画面中充分的表达。”

鲁快长介绍，范冰冰的御用灯光师曹超民也是鄢
陵县张北村人，拍完电视剧《武媚娘传奇》，范冰冰就指
定曹超民做自己的灯光师了。陈铁占在正式担任灯光
师后，和师傅合作拍摄了经典电视剧《重案六组》，还有
梁冠华版的《神探狄仁杰》系列。

如何把演员拍美呢？这就需要把光做得特别柔
和，打灯时在前面布很多柔光片，一层层效果下来，灯
打出来后的效果就跟无影灯一样，会把演员的脸打得
特别柔美。那么户外夜景又如何布光呢？陈铁占讲了
一个和香港剧组合作的故事。当时有一场夜戏，背景

是大山，从镜头里来看，主画面后面显得黑黝黝一
片，效果不好，这时候香港灯光师就让内地工作人员
打个“空气灯”，但内地工作人员并不知道这个说法，后
来经过沟通，才知道所谓“空气灯”就是用两盏大功率
的灯往天上打，这样做出来的光，从镜头中看既能把背
景照亮，光线又显得不会很生硬。“鄢陵灯光师就这么
着，一边干活，一边揣摩，慢慢地就把港台那套灯光知
识学到手了。”陈铁占说。

作为一名灯光师，即使技术再娴熟，在圈内也只能
出卖劳动为生。前不久，导演冯小刚说了一番话，“在
剧组中，除了主创，其他都是民工”就话糙理不糙地道
出了现状。在剧组通过双手掌握“灯光大权”的同时，
河南灯光师也在酝酿着自己的生意经，因为每个剧组
都需要耗费大笔经费从租赁公司租用灯光、摄影、录音
等资源，那为何不自己成立影视设备租赁公司呢？
2007年，陈铁占从银行贷款49万，又借了40多万，买
了第一批灯光设备，当时家里人很不理解，因为别人在
北京奋斗都往家里拿钱，他不但不拿钱，还要借亲戚的
钱。只是陈铁占这次和刚来北京一样，再次面临生存
危机，2007年11月，他买了第一批灯，2008年头发全
白。“我没有团队，单打独斗，2008年回款30多万，三
年把所有的欠款都还清了。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干了

28 天，
2010 年 ，
我买了人生
中的第一辆车。”
陈铁占不无唏嘘地
说。

1988年出生的邢金
峰算是河南灯光师中的后
辈，2011年入行，2015年以 3
万块钱起步做起了影视器材公司，
3年后，公司固定资产将近1000万。
谈到盈利模式，邢金峰说：“主要是靠器
材出租，电视剧按月计，广告按天算，再加
上团队的报酬，目前我的团队是一个灯光师、
一个大助和五个小助。以前的灯光师靠出卖劳
动力，现在年轻一代在靠技术的基础上还要靠租赁
器材。”

谈到现在灯光师的收入现
状，司心愿介绍，自己不开公司的

成熟灯光师年收入在10万-20万。
目前灯光师行业的现状是，虽然人数
众多，但形神都比较散，大家没有形
成凝聚力，也没有推出统一的成形产
品，都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曾经
有一个项目，我跟对方谈好了48万，
结果都快签合同了，被另一家灯光公
司以26万的价格撬走了。”鲁快长
说，“没有一个成形的行业规范制度
成为目前制约灯光师行业发展的重
要因素。”

熬夜是国内影视从业者的常态，
在灯光师上更显得淋漓尽致，邢金峰
透露，在国内拍戏，基本上都是整夜
整夜的熬，灯光师要在演员到场前把
现场光源布置好，拍完后还要装卸设
备，基本上是到场最早，走得最晚的
那一批。鲁快长认为灯光师是一个
高危职业，很多时候生命安全得不到
保障，虽然多数剧组会为灯光师买安
全保险，但也不能完全保障到位，之

前也遇到过拍完戏拿不到钱，拖欠薪
金的情况。目前很多河南灯光师就
揣摩着成立一个类似于好莱坞工会
性质的灯光师协会，成立各种规章制
度，对灯光师行业进行规范管理。

邢金峰介绍，目前并不能对灯光
师的工作时间做出规范，好莱坞的工
作时间是8小时，国内的灯光师连
续工作时间常常超过 16 小时。
2016年“五一”前后，几百位灯光助
理联合发布“劳务上调通知书”，宣告
小助理的劳务费上调至500元/16
个小时，大助理的劳务费上调至
1000元/16小时。如果超出单位工
作时间，则要另算加班费。发布方式
就是把这份公告发在各自的微信朋
友圈。在美国，权益并不需要这种

“江湖规矩”来维护。成立于1893年
的“美加影艺从业者工会（IASTE）”
成员范围涵盖了剧组里大部分工种，
保护其成员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规定
雇主应如期支付加班费、养老和医疗
保险，并进行新技术的培训，等等。

河南灯光师的根在许昌鄢
陵，大本营却在北京沙河镇，这是
一个位于北京北五环外的小镇，
从北京西坐地铁出发的话，最快
捷的方式是倒四趟地铁，在昌平
线巩华城站下车，再打一段出租，
就到了这个从外表上看与其他北
京郊区无异的镇子。

北京的影视文化圈基本都集
中在东部和北部，北部就是指沙
河镇，在这个河南灯光师聚集的
镇子里，据不完全统计，大概有
2000人以“灯光”为生。

49岁的鲁快长就是众多灯
光师中的一员。1987年，鲁快长
到平顶山煤矿工作，1990年前后
国内涌现打工潮，上北京、下广
州、闯上海成为当时的潮流，有一
次回到鄢陵张北村老家，鲁快长
听老乡说在北京做群众演员，一
天能挣30块钱，与在煤矿上班的
八九百元月薪相比显然轻松不
少。于是鲁快长就成为驻扎在北
京电影制片厂附近的群演之一，
跑龙套、搬道具、做厂工，鲁快长
就这样一头扎进影视圈。

一次偶然的机会，鲁快长认
识了北影厂灯光师张来福，“张老
师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批灯光
师，拍样板戏的年代就开始做灯
光师了，我一直跟着他做助理。”
鲁快长介绍，灯光师团队一般分
为小助、大助和灯光师，一开始接
触这个行业都是从扛灯、拉线的
小助做起。“这个东西并不难，跟
着师傅，让干什么干什么就行

了。”1994年左右，鲁快长在北京
能拿到1500元的月薪，“这在当
时算是高薪了，就是挺累，不过也
不算啥，咱河南人实在，又能吃
苦。干好活，跟着师傅学技术就
行，先做人后做事，这是师傅教给
我们的重点”。

与鲁快长的误打误撞相比，
同是鄢陵人的陈铁占的北漂遭遇
就有些“置之死地而后生”了。今
年47岁的陈铁占是1996年到北
京的，1994年，鄢陵第一个灯光
师邢建伟回乡后，老家人看到他
干出了点名堂，也想着跟着干这
行。陈铁占揣着300元钱到北京
闯荡。举目无亲，躲着查暂住证
的人走成为陈铁占最深的记忆，

“付完房租就剩150元了，我就是
靠这些钱在北京生存了下来”。
陈铁占从场务、道具工干起，
1997年，陈铁占加入电视剧《珍
珠翡翠白玉汤》剧组，以月薪900
元工作了三个月，“这才度过危
机，曾经最困难的时候三天就吃
了俩馒头”。

2004年，陈铁占正式接触灯
光师，2005年在横店拍了一部谢
君豪主演的合拍剧《铁血莲花》，
这才正式在灯光师行业中稳定下
来，陈铁占说：“当时剧组好多工
作人员都来自港台，内地工作人
员都听不懂粤语，但我有点语言
优势，能听懂60%，就被调去学
习灯光知识，也吸收了港台先进
的经验，在那一段时间我的知识
储备才算突飞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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