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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硬汉铁血硬汉””是这样炼成的是这样炼成的
动念始于
跟一位消防队长聊天

记者：您是怎么想到要去拍一

部消防员题材的电影？

陈国辉：最早是和一位消防队

长吃饭聊天，听他讲了 2010年大连

7·16油爆火灾的故事，讲他们当年

多么艰苦、多么危险。开头并没有

打动我，因为他讲得很像一部好莱

坞灾难片。后来他讲到守化学罐区

生死线的时候，断了三次水，他们意

识到可能要死在那里了，他就让年

轻的消防战士每个人对着手机给爸

妈录一句话。我就问他为什么要录

这个，他说，我们消防员不怕死，最

怕别人不知道我们干了些什么，起

码让爸妈知道我们牺牲在哪里，为

什么牺牲。那时候我就哭了，知道

这部电影不只是灾难片，还有人性

的一面，消防员不仅是很伟大的英

雄，也是普通人，也有很多牵挂，也

会害怕。但就算停水了，他们也没

有离开，因为他们得到的命令是死

守生死线，这代表哪怕是被火烧死，

也要守在那里，能多守一分钟也

好。这就是中国消防的精神，他们

那种奉献自己、赴汤蹈火的使命感

很强。这部电影就是把这种精神拍

出来给你看。

现实生活中，他们第一天当消

防员时，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写好了遗书放在自己的储物柜里。

我们普通人工作无非是为了挣钱，

为了发达，但他们肯定不是。我曾

经问过他们为什么当消防员，他们

不懂表达，只是告诉我，“我不干谁

来干？”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拍这部电

影的原因。

记者：您说的这些，可能是在没

有和消防员接触之前，很难理解的。

陈国辉：对，真的接触之后，会

发现他们都是普通人，生活在一起

也会有小矛盾，但一旦到了火场，就

都是兄弟。我就是想拍出这种真实

的人的情感。电影里我最喜欢的就

是杜江和黄晓明抽烟那场戏，那就

是真的兄弟。那个画面来自于我看

到过的一张 911 事件的照片，一个

消防员站在破碎的玻璃窗前往外

看，面前的大楼已经坍塌了。我就

想拍在这样混乱的火场中，两兄弟

聊天的一场戏。这也是我访问一个

消防员时的真实故事，他说当时就

想抽烟，因为感觉到可能是人生最

后一支烟了。结果发现烟都被水打

湿了，就讲了一句，“这么大的火，都

点不着一支烟！”这句台词被我放到

了电影里，这是编剧编不出来的。

这可能也是这部电影能打动很多人

的原因，因为我们是把真实的情感

放在里面，不加多也不减少，访问到

的故事是什么样子，就把它真实地

拍出来。

记者：您之前的作品大多是爱

情片，《全城热恋》《全球热恋》《新娘

大作战》《怦然星动》……这次拍《烈

火英雄》算不算一种转型呢？

陈国辉：我之前停了三四年没

有拍戏，其实每个星期都有剧本给

我，大部分都是爱情喜剧。但我更

想拍写真实情感的东西，可能人长

大一点，我会更关注普通人的生

活。我住在北京，每天早上起来都

看新闻，中国有很多普通人的故事

很感人。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找能让

我有冲动去拍电影的一个题材，想

拍更有意义的东西，然后就被我碰

到这个故事。我就跟于冬老板说，

我想去访问那些消防队员，想要去

了解他们，给我一年时间弄剧本

吧。剧本出来大家觉得很好，就正

式启动了。

真实的还原
不怕被说“太煽情”

记者：2017 年，好莱坞拍了一部

很成功的消防题材的电影《勇往直

前》，也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同

样的题材，您觉得中美电影的视角

有什么不同？

陈国辉：其实我在筹备《烈火英

雄》的时候，《勇往直前》还没有拍出

来。中国消防和外国还是不一样

的，中国消防现在转制了，但他们还

是有一种军人的情怀和荣耀感，很

团结，没有那么多个人英雄主义。

外国片不会讲太多他们的家庭、父

母，而中国人的传统是注重家庭的，

那种情感是很深刻的，我很想把这

种中国人的情感放进电影里。比如

电影里郑志在牺牲前，把头盔扔给

战友，让他们转交给自己的爸妈，这

个细节虽然不是发生在大连 7·16
油爆火灾中的，但也是我采访到的

真实故事，所以就放到了电影里，算

是一种致敬吧。

记者：除了灭火，您为什么还用

了很大的篇幅，去描写普通市民包

括消防员家属面对灾难时的表现？
陈国辉：我觉得中国人在灾难

面前还是很团结、很有勇气的，当然

也有些人会害怕，但是大部分人是

乐意去帮人的。当年那场事故发生

时，很多人往外走，机场、码头都爆

了，出城的高速公路都堵死了，但医

生、护士没有走，就是要坚守阵地，

也有交通警察去帮助孕妇，也有市

民在路边给消防队员鼓掌，这些故

事都是我采访到的。

记者：谭卓和杨紫这两位女演

员也演得很好，不是以往灾难片里

那种花瓶式的人物。

陈国辉：谭卓的角色是代表了

消防员家属那群人，其实她们很伟

大，不是人人都能承受那么大的压

力。她们往往要身兼爸爸妈妈两个

角色，因为孩子很少有机会见到爸

爸。所以我给她设计了一句台词，

“你是第一次来学校吧？”其实他们

的儿子都七岁了。

杨紫代表的是一群默默在背后

奉献的女消防员，她们可能不在一

线，负责消防安全、资料收集的工

作。杨紫的爸爸以前当过消防员，

但我找她的时候并不知道。她说小

时候爸爸经常晚上都不在家，现在

才明白爸爸很伟大，所以她很想参

与这部电影。我觉得这部电影有很

多演员愿意来，是因为他们明白电

影的意义已经大于电影本身了。

记者：很多观众说看这部电影

哭得很惨，有没有担心被评价太煽

情了？

陈国辉：我不会加多，但也不会

去淡化，因为他们当年就是那么厉

害啊，真的是死守，真的是喊着“中

队有我，有我必胜”的口号，那个关

阀门的消防员在手套磨烂了的情况

下，真的是用手直接抓住滚烫的阀

门。干吗不拍呢？我一定要还原真

实的东西。

帮杜江打开
让黄晓明放下

记者：在选择演员方面是怎么

考 虑 的 ？ 最 先 定 下 来 的 是 黄 晓 明

么？

陈国辉：最先定下来的是杜

江。我知道他的爸爸去世了，而且

他一直都不认可杜江当演员。电影

里这个消防员的爸爸也是从来不夸

奖儿子，直到儿子灭火回家，他爸爸

才穿上军装，给他敬了个礼。我觉

得杜江可以演得出来，他的眼睛里

有很多内容，可能以前大家只看到

他可爱的一面，其实他也有凌厉的

一面，我希望可以帮他打开。

记者：在战友牺牲之后，杜江吃

鸡腿边吃边哭的那场戏，特别感人，

当时拍摄现场是什么情况？

陈国辉 :这部电影很多戏是顺

拍的，当时杜江拍这场戏时已经完

完全全进入角色了，完全相信自己

就是马卫国，和战友们一起经历过

生死。吃鸡腿那场戏我没给他太多

要求，也没要求他哭，但我看到他的

情绪已经忍不住了，我就知道这个

镜头一定会拍得很好。我让四部摄

影机全都对准他，果然第一条是最

好的。我觉得通过这部电影，他已

经到了演员的另一个阶段。他第一

天拍的就是父亲给他敬礼那场戏，

结果拍了几个小时都没拍好，表情

像是演的。后来我让杜志国老师临

时加一句台词，“儿子，我为你骄

傲”，但杜江不知道。结果一说这句

台词，杜江的反应就很真实，我觉

得，他好像是听到他去世的爸爸跟

他讲这句话，这就是真情流露。后

来他去看回放的时候，还在哭。也

许就是在那一天，他完全打开了。

记者：那么，黄晓明是怎么打开

的？他在这部电影里的表演也和以

往不太一样。

陈国辉：黄晓明不是打开，我是

让他放下，放下黄晓明眼中的光芒

和包袱，做一个普通人。他说好，但

是你要帮我。其实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给他看回放，“这是黄晓明，不

要；这个好，这是普通人。”他自己就

慢慢知道怎么去调整。当然，前期

的训练也很重要。2
（据《北京晚报》）

在八一建军节首映、反映中国消防员英勇献身精神的电影《烈

火英雄》首日就拿下 1.7 亿票房，累计票房已超 5.1 亿元。电影改编

自长篇报告文学作品《最深的水是泪水》，真实还原的救灾现场震撼

了全场观众，“杜江哭戏”、“黄晓明不哭”等迅速成为昨天的热搜

词。导演陈国辉坦言，自己拍《烈火英雄》不是要拍特效片，而是为

了展示真实的人性和情感。

超越超越《《疯狂动物城疯狂动物城》》成为成为
中国影史动画电影中国影史动画电影票房冠军票房冠军

电 影《哪 吒 之 魔 童 降 世》非 常 火

爆，票房成功超越《疯狂动物城》，成为

中国影史动画电影的票房冠军。目前

票房已突破 22 亿元，并以“黑马”之姿

继续狂奔，令“国漫迷”为之欢呼。

“哪吒”登顶，国漫齐贺

《哪吒之魔童降世》自上映以

来，票房迅速增长，已经超越《疯

狂动物城》，登上中国影史动画电

影票房冠军的宝座。2016年上映

的《疯狂动物城》，总票房高达

15.27 亿元。目前，猫眼已将“哪

吒”的总票房预测调高到 44.9 亿

元。这次“哪吒”登顶，且保持 8.6
分的网络评分，令无数“国漫迷”

感到振奋。

微博上，为国漫鼓劲的网友

表示：“希望这次能给其他做动漫

的电影人信心，只要做得足够好，

观众一定会支持。”还有网友表

示：“这一刻的光荣不仅是属于哪

吒的，也是属于国产动漫的，国漫

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多部国产动漫纷纷发表贺

信 ，齐 贺“ 国 漫 迈 出 一 大 步 ”。

2014 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创

下 9.56 亿元的票房纪录，为沉寂

许久的国漫迎来高光时刻。紧接

着，《大鱼海棠》《白蛇·缘起》等陆

续登场，良心品质令观众对国漫

充满信心。

国漫仍有进步空间

在一片欢呼声中，“哪吒”彻

底火了，不过，国漫仍有进步空

间。

《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导演饺

子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

部电影完成得艰难重重，最终能

够完成，自己心里也稍微松了一

口气：“我知道这部影片肯定是有

毛病和瑕疵的，但是观众给我们

打了这么高的鼓励的分数，是对

我们特别包容。”

值得一提的是，国漫在“合家

欢”方面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曾造就

经典的《大闹天宫》《哪吒闹海》，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但近

年来不少国产动漫依然难以真正

做到老少咸宜，要么过于“低幼

化”，孩子看得开心，父母完全坐

不住；要么故事呈现成人化的内

核，对于孩子来说“看不懂”，或是

根本无感。

新“哪吒”之所以成功，一大

原因是其力所能及地满足了不同

受众的观影需求，在故事、特效方

面都有很大的突破。不过，这部

影片的受众更多还是年轻人，有

家长表示不建议低龄的孩子去看

新“哪吒”。

家长戴女士告诉记者，自己

的女儿已经上小学，但带她去看

新“哪吒”还是有点担心：“看到小

哪吒的恶作剧，我自己觉得很好

笑，但担心小孩看完会模仿，需要

引导一下。”戴女士还表示，新“哪

吒”在制作方面水准一流，“李靖夫

妇”的教育理念也有很大的启发，

但对于较为低龄的孩子来说，这部

电影未必合适。例如，影片里运用

特效做出不少灾难场面，“凶猛的

火、气氛很压抑的云，我担心孩子

看了会害怕。”由此可见，新“哪吒”

也还有改进的空间。

可以说，中国的动漫市场需

要更多不同类型、适合不同受众

的好作品，真正建立起成熟的工

业体系，那时才是真正的“国漫

集体崛起”。1
（据《羊城晚报》）

《小欢喜》首播口碑佳，
观众期待《大江大河2》

爆款续作赢在
熟悉的配方和升级的味道

作为 2016 年热播剧《小别

离》的姐妹篇，《小欢喜》依然围绕

着方圆（黄磊饰）与童文洁（海清

饰）家庭的故事展开，与前作不同

的是，《小欢喜》通过生动写实的

镜头语言，展现了当今高考家庭

的教育现状。制片人、导演和主

演等原班人马再度合作最大程度

带来了熟悉感和剧集水准。一众

实力演员碰撞出令人捧腹的戏剧

效果。

观众最有感触的是两个妈妈

角色的设计。与“佛系丈夫”方圆

不同，童文洁非常严苛，职场上风

火干练，在生活上严谨细致。儿

子方一凡性格好、心态好、人缘

好，唯独学习不好，在高二期间成

绩断崖式下滑。与大多数普通高

三家庭一样，童文洁打算把所有

重心都放在儿子身上，得知班主

任打算让方一凡留级之后，她内

心的焦虑完全爆发出来，观众评

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妈，同样的

语调和对话，海清演出了我妈本

妈，让我想到了我自己的高考备

战期”。

剧中，“单亲妈妈”宋倩（陶虹

饰）与前夫乔卫东（沙溢饰）关系

一度很焦灼，女儿乔英子成为维

系两人“塑料情谊”的纽带，妈妈

对女儿实行高压式教育，爸爸则

想要弥补之前的亏欠，花式缓解

女儿的窒息感。不过，宋倩对女

儿投入了太多期待，为这段母女

关系埋下隐患，许多人对此感同

身受，“父母的爱要适当，太把自

己的意愿强加给孩子了”。

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最关键

在于真实，《小欢喜》对细节的悉

心刻画让观众很有亲切感，包括

高考誓师大会、经常穿高跟鞋的

职场女性童文洁在办公室放一双

拖鞋等桥段获赞“不浮夸”。

导演汪俊表示，现实题材的

创作没有诀窍，最重要的是一定

要展现真实。在黄磊看来，现实

主义就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

“我们既要关注当下社会生活话

题，借由对这些话题的描写和延

伸，带给观众温暖和希望，同时还

要更加真实，那些细碎真实的事

情，构成了我们完整的人生”。

大 IP的影视化不好做，尤其

是爆款的续集更难。想要做好，

创作者首先态度要正，早早开始

谋划，经过一定时间打磨出来的

才是诚意之作。创作应该是有感

而发，如果在利益驱使下强行拍

续集，最后坏事的可能性就很大。

其次，对于品质，大部分观众

已经习惯了前作的面貌和气质，

对续集会更有期待，他们希望它

能有差不多的配方，且在坚持原

有味道的基础上进行升级，产生

一定新鲜感。所以如果续集原来

的味道变淡了，绝对不能让观众

说好。就此而言，续集邀请原班

人马负责编、导、演等主要环节自

然是最好的选择，《大江大河 2》有
了先天优势，接下来就看剧情如

何能吸引人产生共鸣。一部戏成

不成内容是关键，如果内容不过

硬，前作具备的好名声也是负

担。面对观众口味的变与不变，

创作者常常会纠结，所以要继续

保持定力和自信，有些套路要坚

持，有些创新要适度，让大家既熟

悉又陌生，才可能会收获丰硕的

果实。1
（据《广州日报》）

王凯杨烁董子健回归《大江大河 2》
人物步入中年，性格更加复杂

哪吒哪吒哪吒哪吒哪吒哪吒哪吒哪吒哪吒哪吒哪吒哪吒哪吒哪吒哪吒哪吒哪吒哪吒哪吒哪吒哪吒哪吒哪吒哪吒哪吒哪吒哪吒哪吒哪吒哪吒哪吒登顶登顶登顶登顶登顶登顶登顶登顶登顶登顶登顶登顶登顶登顶登顶登顶登顶登顶登顶登顶登顶登顶登顶登顶登顶登顶登顶登顶登顶登顶登顶

《小别离》之后，由黄磊和海清等主演的姐妹篇《小欢喜》日前在

东方卫视首播。该剧展现的高考现状和代际沟通话题令人感同身

受，“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妈，海清终于演出了我妈本妈”。此外，备受

瞩目的《大江大河 2》即将开拍。

爆款续集频频登场，大家更期待原班人马带来熟悉的配方和升

级的味道。

《小欢喜》延续《小别离》品质
平凡真实让观众感到亲切

由正午阳光出品，改编自阿

耐小说《大江东去》，唐尧编剧，黄

伟执导，侯鸿亮任制片人的大型

当代题材电视剧《大江大河 2》已
正式宣布建组。该剧将于 10 月

开机，孔笙不再担任导演，转任监

制，王凯、杨烁、董子健等主演将

悉数回归，提升观众期待值。女

一号童瑶不再继续出演，金晨出

演梁思申一角，戏份吃重。

《大江大河》以宋运辉、雷东

宝、杨巡的个人奋斗为主线，讲述

了大时代背景下的浮沉故事。它

曾取得超高口碑和收视，获得

2019 年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

佳电视剧奖、最佳导演、最佳编

剧、最佳女配角等多个奖项。第

二部的进展因而备受关注。

据悉，原著小说《大江东去》

中，宋运辉、雷东宝、杨巡的命运

在后期都有所变化。宋运辉成功

后，却逐渐迷失，甚至会离婚。雷

东宝因为文化水平有限，逐渐落

魄。杨巡打拼成私营企业家。

《大江大河 2》故事发生在

1994 年、1995 年左右，每个主角

都将步入中年，在事业和生活上

展现出更多的人物复杂性，非常

考验演员的表演成熟度。该剧对

真实性的要求更高，剧情如何既

足够丰富又让观众接受，这是一

个更大的挑战。

此前，董子健接受采访时就

曾透露，20多岁的自己要饰演有

较大年龄差的角色，需要进行更

多准备。

既熟悉又陌生，可能才更好

《《大江大河大江大河》》海报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