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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这个故事很感人，但细

节处理上却避免刻意煽情。比如

杜江和黄晓明两个角色的和解，

就是在最后救火前很平淡地聊了

一次天。这种处理手法，跟我们

印象中香港导演喜欢戏剧化手法

不太一样。

陈国辉：因为消防员现实中

就是那样啊。我很喜欢那场戏，

原本也写了很多对白，但最后还

是觉得，不如用最平常的状态去

对话。这场戏有个细节是真实

的，当年的消防员想抽一支烟，那

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支烟，结

果身上的烟全都湿了，点不着。

他就说：这么大火，点不着一根

烟？这句台词我用了，它太棒了，

没有一个编剧能写得出来。

记者：之后会改变以后做导

演的方向吗？

陈国辉：在拍这部戏之前，我

停工了几年。我当年拍第一个剧

本《全城热恋》时，很多细节都是

从身边朋友那里拿来的，我觉得

自己是不是应该回到这种真实状

态？那几年经常有人给我项目，

如果愿意，钱可以来得很快。但

我不想，最穷时找人借钱，最后终

于等到这个好故事。监制刘伟强

给了我团队的力量，用最安全的

办法拍出故事，我很感谢他。你

们看了就知道，拍这部戏有多危

险，片场一直在放火。1
（据《羊城晚报》）

“没好故事就不拍，宁愿穷到借钱”

《烈火英雄》主创呼吁观众提高
消防意识：

不要给消防员当英雄的机会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纪念古田会议胜利召开 90 周年

摄制的大型红色史诗电影《古田

军号》日前在武汉试映。影片主

创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用严肃、朴实的态度对待历史题

材艺术创作，方能获得年轻观众

的尊重和喜爱。

影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与湖

北合作推出，以“古田会议”为史

实背景，通过一名红军小号手孙

子的视角，讲述了红四军从井冈

山突围到达闽西后历经曲折，开

辟出革命成功之路的伟大历程。

导演陈力介绍，《古田军号》

创作前后历时八年，走遍了闽西

大地，还原最真实的状态来传承

影片的红色基因。

“面对广大的青年观众群体，

影片没有一味地去迎合，而是用

朴实的创作态度赢得他们的尊

重。这样他们才会跟你掏心里

话”。陈力说，已经有很多 90后、

00后的年轻观众走进电影院观看

这部影片，并且为之流泪、为之动

容，这也令她激动不已。

尊重历史，精心创作，是影片

《古田军号》主创人员的共同理

念。据了解，影片同时启用人气

演员张一山、胡兵等饰演主要角

色，让电影在传递强大精神力量

的同时更加贴近年轻观众。

《古田军号》于今日正式登陆

全国院线。2 （新华）

电影《古田军号》导演陈力：

用朴实赢得观众的尊重

医学院学生为圆儿时梦转行 17年后导演作品破纪录

““饺子饺子””一战成名一战成名

《哪吒之魔童降世》一鸣惊人，而事实上，导演饺

子并非因此片才横空出世的，对于动画迷来说，他的

第一部短片《打，打个大西瓜》，就让他在江湖上成为

传奇。《打，打个大西瓜》获得了包括柏林国际短片电

影节评委会特别奖等 30多个奖项，是一部风靡网络

的动画片，被众多网友称为“国产动画最优秀的作

品”、“华人最牛原创动画短片”。

那时的导演饺子还叫导演饺克力。80后的他从

小喜欢画画，梦想成为一名漫画家，但是怕这个职业

没法养活自己，父母都在医院工作，就自然地选择了

学医。毕业于国内顶级医学院华西医科大学（现四

川大学医学院），他却是并没有找一份别人眼中的

“安稳”工作，而是转行做了动画，计划中的杨宇大夫

变成了导演饺克力。

饺子说转行的契机十分巧合，大三时同学给他

推荐了一个三维软件，他自学后发现学会这项技能

可以找到一些广告公司的工作，能用爱好养活自己，

从此开始了动画事业。结果发现理想是丰满的，现

实是骨感的，“别人对我有很多偏见，觉得转行肯定

是错误的决定，我基本上是一直孤独地走在非常坎

坷的道路上。”

为了证明给大家看，他一个人在家捣鼓了三年

半，终于在 2009年制作出了 16分钟的短片《打，打个

大西瓜》。他曾说那三年半的时间，几乎每天都三点

一线：客厅、卧室、厕所，这段时间，他没有其他收入，

只能“啃老本”和用父母的积蓄。

《打，打个大西瓜》成名之后，饺子的生活并没有

根本的改变，找他的人虽然多了，但是那时的动漫市

场环境艰难，别人找到他时先问能否收回成本。他

也被人骗过，所以只能是靠接商单和外包，边养活自

己边学习。

就在这种情况下，饺子等来了《哪吒之魔童降

世》电影监制、彩条屋总裁易巧。易巧读大学时看到

了《打，打个大西瓜》，当时就被震撼了。2015年光线

成立彩条屋，他立刻去成都找饺子，大家相谈甚欢，

当时就拍板要决定合作。

斗偏见

弃医做动画 直到创造《打，打个大西瓜》

跟易巧谈好后，饺子就开始创作剧本，最终他选择了哪

吒，主题就是“不认命”，显然这个主题与他个人经历有关。

饺子坦承转行找工作挺难，承受了很多压力和偏见，当时做

《打，打个大西瓜》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做动画能做得好。“现

在好不容易有机会做大电影，就自然地想做这么一个题材，

也是希望能够给这些追求梦想道路上奔跑的年轻人，更多

的鼓舞和力量。”

上影厂那些经典动画片曾经是 70后、80后最爱的动画

片，饺子也不例外，他喜欢 1979年版的《哪吒闹海》，那个反

叛、叛逆的小英雄形象让他印象非常深刻。为了做《哪吒》，

他又去研究《封神演义》原作，之后发现《哪吒闹海》和原著

相差很多。

发现《哪吒闹海》并没有服从原著，饺子也没有了压力，

于是就做了很多大胆的改动。

《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所有角色都没有绝对的“非黑

即白”。在饺子看来，片中最大的反派其实是命运。影片极

具讨论性的一点，便是哪吒与敖丙对待命运截然不同的态

度。片中，哪吒虽是“魔童”，受尽世人偏见，但在李靖夫妇、

师父太乙真人的帮助下，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着命运；敖

丙虽是“灵珠”，但却在承受整个龙族翻身期望等多重重压

下，走上了邪路，甚至于“水淹陈塘关”。哪吒、敖丙看似水

火不容，实则亦敌亦友。敖丙也正是在哪吒的影响下，学会

敢于做自己、不认命，并与哪吒联手抵抗命运，成为对方“唯

一的朋友”。

片中许多看似“颠覆”的设定都富含导演饺子的深

意。比如，影片特意把龙宫设定成“海底炼狱”，因为“炼

狱”的存在更能凸显龙族饱受天庭偏见的委屈与不甘，也

让敖丙拯救龙族的行为更具说服力；对于观众热议的“踢

毽子”场景，导演表示，蹴鞠等运动的产生时间与哪吒所处

年代不相符，没有确切产生年代的“毽子”，有趣又与情节

相贴合，所以才选用了“毽子”。除此之外，包括说“川普”

的太乙真人、没有“裤兜”的哪吒等，片中不少设定其实都

与影片剧情、具体历史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经过导演的

反复研究和确认。

而除了“不认命”哪吒带来的震撼外，片中父亲李靖、母

亲殷夫人对于哪吒深沉的爱让不少观众落泪，饺子坦承也

是投射了自己的情感，自己转行做动画，如果没有父母的支

持，也不会有现在的他。“哪吒削肉还父，削骨还母，这个情

节充满了恨意，而我想做出充满爱的电影。”

小哪吒的形象设计了 100多个版本，对于将哪吒设计成

豁牙、黑眼圈、齐刘海的丑样子，饺子说也是有意为之。因

为哪吒生而为魔，因此在人族中注定被孤立，如果把哪吒设

计成阳光美少年的形象，就和魔头不沾边儿了，周围群众对

他的偏见也显得很假。而且，饺子也坦承，现在是看脸的时

代，到处都是些网红脸，画这种网红脸对他们来说并不难，

“但做设计的人都是想突破自我，而且也希望大家以后并不

是只看脸，还要看很多内在。”

饺子虽然是个乖孩子，但内心经常有一种“放飞自我”

的冲动，所以，他参考了很多痞子、混混的气质放在哪吒身

上，也算是让自己的内心有机会狂野一把。

不认命

让自己“狂野一把” 给追梦人鼓舞和力量

在想通了人物设置之后，饺子半年就给易巧交

出了哪吒的大纲。当时还觉得比较满意，可是没想

到的是，这部电影最终写了 66稿，历经两年剧本打

磨、三年制作，由 60多家制作团队、1600多位制作人

员参与。全片特效镜头占了近 80%，由全国 20多家

特效团队制作完成。

剧本磨得很辛苦，饺子觉得画分镜头之后，就不会

这么磨了，“没想到分镜头也画得非常累，每个细节、每

个镜头挑，分镜头一共有五六个版本，最开始有 5000
个镜头，后来改了将近 2000多个镜头。删掉这么多镜

头，分镜师也被我们磨得疯了。分镜头磨完了，开始配

音、做动画……一路走来，每次都是挑战自己的极限，

最后能够完成，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奇迹了。”

饺子凭借一己之力作出了《打，打个大西瓜》动

画短片，而在《哪吒》中，他则是一人身兼多职。从剧

本到制作，从美工到特效，带着 1600多人制作出这

部电影，饺子每个环节都参与，包括表演、特效方案。

易巧透露《哪吒》这部作品的预算其实跟其他同

级别的预算差不多，但是这部影片镜头数、特效量远

远超过同级别电影，最终外包给了 20家特效团队。

国漫虽然发展很快，但显然与世界级别相比还有差

距，饺子说电影中的一处打斗镜头，他和总监用了两

个月时间才完成。

影片制作后期找来一个执行制片，做过很多国

产动画项目，直言影片绝不可能在上映日期之前做

完。为了完成影片制作，制作团队的每个人加班加

点，仅“江山社稷图中四个人抢笔”这个景的草图就

做了 2个月时间，总耗时 4个月。而结尾的几个大特

效段落仅测试时间都在 3个月左右。

当被问及整部电影哪最难，饺子坦承记不住哪

个是最难的，因为整个制作就是一个炼狱，困难到麻

木。加班加点，春节也只有三天假。“每一天遇到的

都是新的、太难的问题。中国动画工业体系也不够

成熟，总感觉完工遥遥无期。”

而付出总有回报，充满诚意、没有人云亦云的

《哪吒》赢得了票房和赞美，更赢得了影迷对“国漫”

的信心，这个夏天，真的很燃！

如今《哪吒》成为爆款，饺子说高兴之余也有些

惭愧，因为在他看来，电影还有很多缺点、瑕疵和遗

憾，观众打分这么高，有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鼓励

分。“下一部我们肯定会做得更认真，才能不愧观众

对我们的期望。”

电影中已经有了《哪吒 2》的彩蛋，饺子说第一部

票房好，第二部会继续制作，易巧也透露当初是按照

三部曲计划的。对于动画片呈现“封神宇宙”的梦

想，易巧说：“还不敢去想宇宙的事。希望各个团队

导演能做出好的处女作，之后再打通也是有可能

的。就像《大圣归来》和《哪吒》的联动短片，或许未

来《大圣闹天宫》中，还有可能继续互动。”2
（据《北京青年报》）

狠打磨

电影写了 66稿 特效镜头占八成

几乎每个提前看过《哪吒之魔童降世》点映的业内朋友，都对影片大加赞赏，他们对导演饺子（本名杨宇，

以下简称饺子）说“就等着这部电影破动画片的票房纪录吧，一定会成为爆款”。可是导演饺子却因为这些年

来制作影片的过程太过艰辛，到处都是困难，以至于自己“困难到麻木”，还觉得是大家在鼓励他这位拍第一部

动画长片的新人。

直到电影正式上映，影片真的“爆”了。7 月 26 日上映首日，成为中国影史首部单日过 2 亿的动画电影。不

仅接连打破动画片首日、单日、首周记录，也让《疯狂动物城》保持的动画最高单周票房纪录（5.8亿）成为历史。

饺子，弃医从事动画行业 17 年后，终于度过了人生中的至暗时刻。更令人期待的是，中国影迷在漫威宇

宙、DC 宇宙之外，也似乎看到了中国动画电影的“一鸣惊人”。

今日正式公映的《烈火英雄》在上映前就收获了好口碑：在全国多
场超前点映中，观众打出了淘票票 9.4 分、猫眼 9.6 分的高分。这部讲述
消防员故事的影片以真实震撼的质感打动了观众，而曾经以《全城热
恋》闻名业界的“爱情片导演”陈国辉也由此让业界另眼相看。

为何突然改变导演风格？为何选黄晓明和杜江来演消防员？近
日，陈国辉在北京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为读者解密。

记者：《烈火英雄》之前，外界

对您的定位是爱情片导演。这次

的题材跟以前差别挺大……

陈国辉：其实我一开始没想

过接这部电影，以为是一部大场

面、大制作的灾难片，没什么兴

趣。但有一次跟于冬（电影出品

方博纳影业的董事长兼总裁）吃

饭，听人讲起这个故事，才发现原

来不是灾难片啊，而是讲一群普

通人怎么变成英雄。听完之后，

我觉得自己的使命就是把它拍

出来。

记者：这部片根据真实事件

改编，最初听故事时，最打动您的

情节还记得吗？

陈国辉：有很多。比如一群

消防队员守着化学罐区，中间停

水三次，但他们还是死死守住不

让那些罐子爆炸。当时，这群年

轻的消防员拿着手机跟家里人录

最后一句话。他们的想法很简

单，起码让家里人知道自己死在

哪里，做了什么。听到这段故事，

当时在场的人都哭了。

记者：最初决定拍这部戏时，

主 旋 律 商 业 片 还 没 有 很 成 功 的

例子？

陈国辉：对，《红海行动》在两

个月后才火。但当时大家都不管

了，就是想要拍这些最可爱的

人。我采访过很多消防员，跟他

们做朋友，发现他们很真实、很简

单，没有心机，而且很害羞，不知

道怎么表达。我问过许多消防

员：为什么你会做消防员？他们

的回答都差不多：如果我不干，那

谁来干呢？

“第一次听故事，在场的人都哭了”

记者：两位中队长的扮演者

选了黄晓明和杜江，如果用一个

词来形容他们符合角色的特点，

分别是什么？先说说黄晓明。

陈国辉：黄晓明的关键词是

“家庭”。如果是很多年前，我不

会找他来拍这部电影。但他现在

是一个父亲，能演出那种“我只想

活着出去见老婆孩子”的感觉，正

是这种信念，让他扮演的江立伟

在大火里长时间地拼命排险。这

个角色的原型幸存下来，但身体

受到很大影响，现在手都拿不起

筷子，脸也做不出表情。你想象

不出当时他是怎么做到的，平凡

人在某个时刻真的会爆发出超能

力。电影里有场戏，黄晓明在大

火中从地上捡起老婆孩子的照

片，那种眼神是有家庭的人才有

的。我觉得这部戏里，黄晓明从

一开始“很黄晓明”的状态，慢慢

变成了一个普通人，他做到了放

下自己。

记者：杜江呢，为什么选他？

陈国辉：杜江心里一直有个

结，就是他跟父亲的关系，这一

点跟角色马卫国很像。杜江的

父亲已经去世了，之前父亲从未

认同过他当演员，当年他考进上

戏时差点要跟他断绝关系。父

子俩之间很多年不讲话，都通过

妈妈传达。杜江特别希望父亲

能看到他的努力，认同他所做的

事。《烈火英雄》里最后一场戏，

作为老消防兵的父亲给杜江扮

演的儿子敬了一个礼。这场戏

其实是杜江进组的第一场戏，因

为我希望从这里彻底打开他心

里的结。当时拍了十几条都不

满意，我就跟扮演父亲的杜志国

讲，我们加一句剧本里没有的台

词吧。所以就有了那一句“儿

子，我为你骄傲”。一讲完，杜江

的表情就不一样了。后来整场

戏拍完，杜江还在哭。过了那一

关，他真的打开了，不介意把心

里很痛的东西给大家看，这是一

个好演员的状态。

“如果在以前，我不会选择黄晓明”

饺子饺子

敖丙敖丙

哪吒哪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