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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多观众对鲍振江这个名
字感到陌生，但他拥有精湛的演
技。他与大部分演员不同，没有接
受过专业的表演培训，戏曲武生出
身的他在20岁时第一次接触到电
影行业，拍摄了戏曲电影《樊梨花》，
之后便一直在电影行业边缘摸索与
学习，37岁时，鲍振江结识了制片
人方励，从此正式踏上电影创作的
道路。

从《盲井》《苹果》到《观音山》
《鸡犬不宁》，再到《拾荒少年》《北京
深处》，鲍振江塑造的角色令观众印
象深刻。自然朴实的演技是镌刻在
他身上的标签，因其在日常生活中
日积月累的收获，使其与角色的融
合度非常高。

当大河报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
鲍振江时，他正在北京郊区赶戏，当
谈到《我们的四十年》创作初衷时，
鲍振江表示最大的感受就是自由：

“当时我就跟制片人说，这个片子不
大，我不承载票房的压力，也别告诉
我这电影应该怎么拍，如果这样那
咱们合作不了。制片人给了我充分
的自由，告诉我爱怎么拍怎么拍，爱
怎么剪怎么剪，这种创作上的自由
对电影人来说是弥足珍贵的。”鲍振
江说，同时他并不认为《包龙图》是
散片式的叙事方式，“我只是把叙事
放得稍微凌乱一些，淡化了一些情
节，我想试试新东西，其实该交代的
情节一点儿也没少。”除了拍摄手法
上的创新，鲍振江还尝试了即兴式
的拍摄方法，让演员即兴表演，摄影
师尽量一条过，“这部戏几乎就没拍
过两条的镜头，同时对演员的要求
也提高了”。

在鲍振江心中，电影是一个可
以承载自己无限梦想的艺术，“我跟
学电影的年轻人说过很多次，作为
一个电影人，只需要干三件事，读
书、观察生活、看世界经典电影，这
三项都是不花钱或是花很少钱的，
但我们国内的很多所谓电影人都不
做这个功课”。

鲍振江把河南的电影市场比作
是一片富饶的煤田，但全是小煤窑，

“你挖几铁锹，我挖几铁锹，可能自
己挣着钱了，但没有把资源最大化，
反而破坏了资源。河南电影缺少真
正的专业人才，也缺少好的艺术
观。”鲍振江这些年没少在朋友圈看
到谁谁的戏开工，但剧本都没有，自
己玩玩可以，不能形成集团作战就
不能形成核心竞争力，“这样的电影
形成不了电影文化，应该叫自娱自
乐”。

在鲍振江眼中，不仅是河南电
影有问题，全国范围内的电影人在
创作上都有或多或少的问题，他以
张艺谋的《影》为例，《影》模仿了黑
泽明的《影武者》，结尾模仿了科波
拉的《教父》，“在技术、影像、布景方
面没有问题，但是全片看不到一处
人类的善，而是把恶放大了，这点我
不认同。伯格曼经常拍一些质疑上
帝的电影，但在他的作品中还是想
尽一切办法寻找人类的美。这就是
大师和导演的差距所在”。

鲍振江坦言，在北京工作的河
南电影人很多，不光是导演，还有编
剧，河南还是灯光大省，但一方面缺
乏有效的组织，另一方面也跟从业
者的视野有关，因此目前并没有出
现一位能够扛起河南影视界旗帜的
电影人。“要想做好电影，就一定要
把这个事当成一个职业，当成一种
矢志不渝的爱好，心有杂念是不行
的。”鲍振江如是说。

1月11日，电影《很高兴遇见你》在全国
正式上映，虽然在强片如林的贺岁档中，它
显得有些身单力薄，但它是32岁的李杰用
十年时间做出的电影长片处女作。

与很多河南导演立足本土电影不同，
《很高兴遇见你》是一部洋味十足的爱情片，
故事发生在澳大利亚，讲述了物理学家陈丁
寻找爱情的经历。1月5日，该片在郑州某
影城做完影迷超前观影专场后，李杰接受了
大河报记者的专访，瘦弱的李杰说起话来也
是轻轻柔柔，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位隐藏在
银幕后面的编剧。

在李杰看来，《很高兴遇见你》正是对自
己经历和心境的一次准确投射，原籍河南濮
阳的她在郑州十四中度过中学生涯后考上
了中国人民大学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毕业后
差点成为一名记者。“我们专业经常拍纪录
片，我特别喜欢拍片的感觉，享受这种从无
到有的过程。后来我发现纪录片的故事性
越来越强，有更强的表达欲望，就有意往这
个方面努力。”2013年，李杰申请了美国俄
亥俄州大学的电影制作专业，专修导演方
向。

在美国呆了五年，李杰对海外经历有了
更多感悟，所以《很高兴遇见你》是在讲自己
熟悉的故事。“之所以把故事放在澳大利亚，
是因为我觉得在中国大银幕上看到过很多
美国的故事，展现澳洲文化的并不多。”话虽
这么说，但在澳洲的拍摄并不轻松，澳洲当
地采用标准的8小时工作制，超时得支付三
倍工资，李杰慢悠悠地说：“这对小成本电影
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从中国过去
很多能讲双语的主创人员，就不需要翻译沟
通了，当地请的灯光组和机器组工作人员会
尽量让他们晚上来工作。”然而由于成本限
制，电影还是留有遗憾，比如男女主角的最
后目的地凯恩斯就因为成本原因未能实地
拍摄，而是在悉尼找了一处场景来替代。

谈到在美国读书对自己电影创作的影
响，李杰认为最重要的是学习了在一个高度
工业化体系中是如何完成一部电影的。美
国剧组的拍摄效率很高，李杰也保留了做分
镜头脚本的拍摄习惯。李杰一直在积累自
己的长片，《很高兴遇见你》拍摄于2016年，
中间也经历了一些波折，如今李杰虽然自称
对中国电影工业谈不上什么感触，但是越来
越享受在中国拍电影的过程。“我觉得导演
最重要的两个任务是讲故事和沟通。通过
一部部作品，让自己跟熟悉或者不熟悉的剧
组在很短的时间内达成一种工作默契，这样
的感觉很好。”李杰说。

对于导演和观众的关系，李杰的态度是
永远不要低估观众，观众看过的电影永远比
我们想的要多，拍摄外国题材的电影，李杰
追求的是一种文化融合，她希望把传统的中

国观众带到国外的环境中，然
后静静地欣赏两者融合所带来
的奇妙化学反应。

和很多新导演一样，李杰
并不避讳自己对票房的重视。

“如果票房高，就证明有更多的
观众看到了这部电影。”李杰
说，“与其说在乎票房，不如说
我更在乎看到这部电影的人
数。票房会是一个最简单直观
的数字告诉我们有多少人走进
去，坐在这儿看完我的电影。”

北京是中国电影人云集之
地，李杰透露，奋斗在北京的河
南电影人比自己想象的要多得
多，都是才华横溢的年轻人，

“每个人所在的阶段不同，有些
人在拍短片，有些人在拍网剧，
有些人在拍院线电影，但都是
非常执着于梦想的电影人。由
于是老乡的关系，心理上会更
加亲近，很喜欢大家在一起探
讨电影，虽然拍摄的题材有所
不同，但想讲故事的热情是一
致的”。

追梦中的
河南电影人
□策划 体娱文创部
执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实习生 张亚杰

与霍猛初见面
是元旦前一天的下
午，当天，风尘仆仆
的他从北京赶回周
口太康，把平遥国
际电影展最佳男演
员奖杯送给 78 岁
的杨太义，成功送
达后回京路上折到
郑州和朋友小聚。

在霍猛执导的
电影《过昭关》中，
第一次演戏的非职
业演员杨太义获得
了这座含金量颇高
的奖项。

虽然获得平遥
国际电影展的三项
大奖，还在北京青
年影展上饱受好评，
但《过昭关》依然没

定下准确的上映档期，霍猛想
把它放到清明档前后上映。
采访当天，大河报·大河客户
端记者在霍猛的笔记本电脑
上粗略地看完了全片。

《过昭关》是一部发生在
河南太康到三门峡的公路文
艺片，用河南方言展现人生
起伏。7岁男孩儿宁宁暑假
被送回乡下，由70多岁的爷
爷李福长照顾。李福长偶然
间得知一老友中风，时日无
多。他决定带上孙子，骑着
一辆摩托三轮车，去千里之
外看望老友。有意思的是片
名，霍猛介绍，京剧里有一出
戏叫《文昭关》，春秋末年，楚
平王即位，听信少师费无忌
谗言，欲加害伍子胥，伍子胥
先是逃到宋国，因宋国有乱，
又投奔吴国，路过陈国时，东
行数日，便到昭关，昭关在两
山对峙之间，前面便是大江，
形势险要，并有重兵把守，过
关真是难于上青天。世传伍
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
便是此地。

霍猛认为，人生不就跟
过昭关似的，“没有人是一帆
风顺的，都是在坎坷中过完
一个又一个难关”。大河报
记者看片时，少言的霍猛一
直盯着手机，不过提起影片
的创作动机，霍猛放下手机
端起咖啡，谈话就在咖啡香
气氤氲中徐徐道来。

1984年，霍猛出生在周
口太康，2002年考入当时的
北京广播学院法律专业，霍
猛说：“我们这种在农村和县
城里长大的孩子，没有什么
艺术特长，当时参加了艺考，
还被社会上认为你是学生混
子。北京广播学院后来改成
了中国传媒大学，学习过程
中能看到很多电影，其实我
在高中时就很喜欢去录像厅
看电影，对电影一直特别感
兴趣。这些电影一下子击中
了我，让我觉得看似虚无缥
缈的电影和生活是很有关系
的。”后来霍猛考上了中国传
媒大学电影专业的研究生。

霍猛的第一部电影长片
是都市爱情片《我的狐朋狗

友》，他很坦诚地表示这部影
片遭遇了中途撤资等事件，
拍得并不成功。从2017年
开始筹拍的《过昭关》才真正
让他感觉到了创作的意义。

“就故事层面来讲，（李
福长老人的）原型就是我爷
爷。爷爷还活着的时候，有
一次我回老家，他就跟我说
接到了一个老朋友的电话，
一直想去看看他。2011年，
爷爷过世了，这个事儿就一
直在我脑海里萦绕，如果爷
爷他真的去看了老友，那会
是怎样的状况，所以就有了
这部电影。”

为什么是爷孙俩的设
定？霍猛回答：“对爷爷来
讲，其实他（生命中）最后一
关就要到了，对于孙子来讲，
可能就是他迈入现实世界的
第一关，所以这就是首尾呼
应关系。”霍猛觉得，虽然现
在市场上类型片很多，但关
于老人题材的影片还是太
少。“在农村有很多小时候受
过良好的私塾教育，但一辈
子很坎坷的老人形象在银幕
上是缺失的。”霍猛说，“说是
把这部影片献给爷爷，其实
是献给他们那一代老人的，
想把他们的形象在银幕上通
透地展现出来。”

关于影片的主题，霍猛
说：“人是没有办法跟历史跟
时间跟过往割裂开的，人生
最大的恐惧就是死亡这一
关。中国人特别不愿意谈起
这件事情，但事实上这个问题
是我们这辈子的终极问题，没
有人能给出答案。怎么去面
对死亡，就是电影想传递给观
众的主题。”

长期以来，文艺片导演
和资本都是存在矛盾的，资
本虽然能够帮助导演尽快成
长，但对创作的干预和对市
场的要求有目共睹，霍猛的
态度是要与资本求同存异，

“我不排斥资本，资本的本质
就是获利，要看资本所要求
的利益和导演的剧本之间能
否找到一个好的契合方式，
有资本会让拍摄更加便利，
并不是坏事”。

即使搞定了资本，文艺
片导演和观众之间如何达到
共鸣也是一个难题，霍猛认
为文艺片观众是需要培养
的，导演做好自己的事情，提
高自己作品的质量更好，“导
演考虑更多的应该是对这个
世界的理解和思考，拍好自
己的东西就是对这个产业的
最大贡献”。

目前定居北京的霍猛经
常会回太康老家，接下来他
计划拍一部上世纪90年代
河南农村的年代电影，是一
个工程量比较大的戏，虽然
在霍猛心中并不一定把电影
作为终生奋斗的事业，“因为
需要生活，可能不干电影生
活会变得更好，但对我来说，
电影肯定是终生伴随的”。

霍
猛

\

用
河
南
方
言
展
现
人
生
起
伏

李
杰

\

很
高
兴
﹃
遇
见
﹄
电
影

主演《鸡犬不宁》《我叫刘
跃进》《不是闹着玩的》的李易
祥是很有观众缘的，在走出河
南后，他始终把河南电影放在
心上，去年，他和老友鲍振江
联合执导了一部反映河南改
革开放四十年巨变的电影《我
们的四十年》开封篇《包龙
图》。

当大河报记者通过微信
向李易祥提出采访诉求时，正
在美国的他没有推脱，稍事准
备后就正式开聊。《包龙图》由
李易祥和鲍振江联合执导，讲
述了一个有关理想和友情的
故事。李易祥透露，虽然自己
演过《鸡犬不宁》，但对戏曲的
研究并不深入，而鲍振江
1978 年就进入开封戏校工
作，到2018年正好四十年，对
河南特色地方戏很有心得，两
人一拍即合，就决定用戏曲讲
一个发展中的河南的故事。

李易祥把这次导演经历
当作一个练手，不过他坦言自
己早就想尝试做导演了，“起
码能够拍摄弘扬河南文化的
电影。从河南走出去的电影
人，心里都想为河南电影做点
事”。

不过谈到河南电影在全
国的地位，李易祥用“一般”来
形容，因为河南并没有真正能
够打出来的作品。“《不是闹着
玩的》前两部还可以，但第三
部因为种种原因就始终没有
拍摄，不过目前卢卫国导演和
我们正在筹备第三部的剧
本。”李易祥认为，河南电影的
发展制约主要是人才问题，从
河南走出去的人才很多，这些
人才是否愿意回来，政府给的
扶持政策如何？“河南这方水
土养育了我们，自然想为家乡
尽力，但如果相比之下，北京、
上海给出的条件更好，自然就
会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到外
地了。”李易祥认为，河南这些
年在经济上发展得很快，但还
需要在文化上继续跟进，尤其
是影视文化方面还是比较薄
弱的。不过虽然条件有诸多
限制，但李易祥始终有传承
中原文化的想法。他希望
自己以后能够创作类似于
《速度与激情》这样的电
影，因为既有商业潜质，
又有时代的元素，“讲的
就是团队协作，不管遇
到任何事情都迎难而
上，这跟我们做电影的
人是一样的，一定是一
群人全神贯注地去完
成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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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前几年的电影蓬勃发展
后，“寒冬”成为这两年中国电影市
场的关键词,但依然有无数电影人投
身进去，或为梦想，或为利益。

2018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
600亿，但另一组数字更值得玩味，
据统计，2018年全国共生产1082
部电影，但中国电影市场上映了
493 部电影，其中国产影片 370
部。这些数字证明做电影其实是一
项风险很高的商业行为，要么一炮
而红，要么万劫不复。另外，2017
年上线网络电影1973部，2018年
的网络电影为1500部左右，数量减
少了23%。

中国电影市场已由快速增长时
代进入到存量时代，一方面热钱不
再，另一方面则是优胜劣汰、内容为
王的出场良机。能明确的是，接下
来深耕优质作品、各种类型电影百
花齐放将会是中国电影奋斗的方
向，被烂片吓退的观众，只能靠优质
内容和差异化路线下的小众精品来
唤回。

在此大背景下，在不同道路上
奋斗的河南电影人深知“深耕出精
品”，年轻导演摆正创作与资本、文
艺与市场、个人表达与观众接受等
容易产生分歧的地方，资深演员、导
演并不避讳地域经济与影视文化发
展之间产生的倒挂，不管是言语温
和，还是言辞辛辣，出发点都是希望
河南电影文化能够在电影发展大潮
中把握良机，走出一个漂亮的上扬
曲线。

在电影市场中，风险永远与机
遇并存，我们也祝福所有奋斗中的
河南电影人能够从内心出发，创作
出一部部精品，稳扎稳打地提高中
国电影中的“河南牌”。

李易祥（左）与鲍振江

《过昭关》剧照

《遇见你真好》剧照

《包龙图》剧照

李杰（中）

霍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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