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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全，1959 年生于四川成都，曾在海军航空兵部队飞行 4 年。拍摄并出
版 《天堂之鸟》《我们这一代》《我镜头下的美丽女人》《跟着马克·吕布拍中
国》，记录了一代人物肖像与历史的发展变化，对中国摄影史有深刻影响，
并多次斩获国际奖项，在瑞士、北京、上海等全球各地多次举办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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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内看花

今年暑期档看什么

肖全：最是平凡动人心

□苗

□李璐璐
肖全近影
肖全最初的兴趣爱好是画画，后来受军旅影视文学作品的影
响，决定去当兵，于是报考了军校。报到那天，他带了写生的画
板等全套绘画工具，一下子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和关注，于是在学
校里一直受到同学的优待。
在海军航空兵部队服役期间，肖全翱翔在蓝天上，以不同的视
角俯瞰大地，为这壮丽的山河美景而倾倒，萌生了记录下这些美景
的想法。开始他会用自己的特长去画，但慢慢的，肖全觉得，仅靠画
画已经满足不了他的表达需求了。他想到了摄影并开始尝试。从
部队出来，肖全去了一家杂志社工作，开始了他的摄影生涯。
《雨林精灵》

《周迅》

盛名之下
上世纪 90 年代初，正是市场经济全面发展的时代，也是文化
大繁荣的时代。不同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立场公开化，一时呈现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
那时，赵野、钟鸣等人创办了《象罔》杂志，其中有一期有庞德专
辑，里面的一张照片使肖全深受触动：老年庞德杵着手杖，立于石
桥，目光坚毅沧桑，形如雕像。下附文字：
“ 理解来得太迟了。一切
都是那么艰难，那么徒劳，我不再工作，我什么也不想做。”这张照片
和这段话，让肖全决心要为一代人留下肖像。于是，肖全跟赵野、钟
鸣、吕澎、柏桦等人一起敲定拍摄名单。刚开始时候比较难，需要一
些机缘巧合，更需要主动去寻找名人来说服他们。但是因为拍出来
的照片实在太好了，肖全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些名人开始主动找到
肖全为他们拍照，肖全由此名声大振，于是有了《我们这一代》。肖
全用手中的相机，通过一个个的人物肖像记录下了时代的变迁，被
赞誉“他拍谁就是谁一生中最好的照片”。
三毛，是肖全绕不过去的话题。肖全说，第一次见到三毛时，简
直惊为天人。
“我见过很多漂亮女人，但从没有像三毛这样动人的。”
肖全还有一张照片广为流传，那便是他镜头下的易知难。易
知难代表了当时文艺女青年的形象：长裙着身、长发披肩。拍摄
是在易知难的琴房，她的头顶挂着陈逸飞的油画，而她静静地坐
在钢琴旁，一边抽烟，一边心事重重，想着生活的不幸，不知不
觉间，她的眼里含满了泪水，神情是那么悲伤。这一幕被肖全记
录了下来。这张照片展出后引起轰动，无数人为它着迷。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易知难》

距离拍摄 《我们这一代》 十几年过去了，那些留在肖全镜头
中的人，有的早已离开了人世，有的退出了时代潮流，有的依然
站在舞台上，渐渐老去。肖全说，“我还会继续为他们拍照”。
20 世纪 50 年代，玛格南图片社主席马克·吕布来到了中国，
开始了时间跨度长达 20 多年的拍摄，留下了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

片。1993 年，肖全毛遂自荐成为了马克·吕布的助手。后来，肖全
完成了作品集 《跟着马克·吕布拍中国》。
肖全送马克·吕布回法国的时候，萌生了“走出去”的想法。
2007 年，他去了尼泊尔。回来后，他减掉了飘逸的长发，开始留
短发，他整个心境也开始转变。
2012 年 ， 联 合 国 举 办 了 一 个 公 益 项 目 《2032 我 们 期 望 的 未
来》，周迅是这个项目的亲善大使，她把肖全引进了这个项目。32
位来自各地的中国民众表达了自己的未来愿景，肖全同期创作了
所有志愿参演者的肖像摄影作品。这些照片后来被送往联合国总
部，受到了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表彰。
此后，肖全开始了只拍摄普通人的摄影项目。
2013 年，肖全在西双版纳和被称为“雨林精灵”的林妲、宛
妲姐妹俩结缘，为她们拍下了一幅幅美丽的肖像。林妲和宛妲是
德国生态学家马悠博士与著名环保工作者、天籽生物多样性保护
创始人李旻果的女儿，她们在父母打造的热带雨林中自在成长。
在《时代肖像——重庆女人》的拍摄中，肖全结识了“小三毛”刘
畅。
“ 我和重庆很有缘”，他说，
“ 三毛可以算是我拍的重庆的第一代
女人；易知难是我拍的重庆的第二代女人；现在的‘小三毛’算是我
拍的重庆的新一代女人。”
在对形形色色的普通人的拍摄中，肖全收获了一个又一个丰
富多彩的故事，感受到了芸芸众生身上许许多多的闪光点，他认
为，每个普通人都值得去记录。

最是平凡动人心
当被问到拍摄技巧时，肖全说：
“ 我和相机早就融为了一体，它
和我的心、眼睛是接通的，通过它，我和被拍摄对象也相通了。而我
的作品就是我的理念。”相对于拍摄技巧，他更关注照片和人物以及
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的情感流动。肖全说，想要让对方在你的镜
头前展现出一个真实的自我，首先你要先对他人付出真诚和善意，
只有这样，对方才会在你的镜头面前放松，才会回馈给你真诚，才会
让你拍摄出他内心的真实情感，这幅摄影作品才是“活”的。
在肖全的众多人物肖像中，有个特别的姑娘，她的右臂是木
头做的假肢，在面对镜头时，开始她很不自然。肖全笑着对她
说：你不就是右手有点麻烦，这真的没什么……听了这话，这个
起先腼腆自卑的姑娘转身摘下假肢，坦然微笑着面对肖全的镜
头。这件事让肖全感触很深。他说，虽然看似他给了她安慰和勇
气，其实，又何尝不是她给了他安慰和善意。
肖全说：“今天很多人在我的镜头前微笑，即便遭遇苦难，他
们依旧传递出真诚和热情。你内心是什么，你看到的就是什么。”
而这，也是他的信念。
（
《雨林精灵》
《周迅》
《易知难》均为肖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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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两个月的暑期档又已经开始，这是年
轻影迷们的节日，也是电影发行商和院线必争
的黄金时段。2017 年暑期档，又有哪些亮点？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云集的好莱坞大片，
如《异形：契约》
《新木乃伊》
《神偷奶爸》和《变
形金刚 5》。这些影片大多是高格式系列电影，
虽然国内影迷普遍表示这一部不及前几部好
看，但因为多年的情怀和之前积累的口碑，自
己仍然走进了影院。比如《变形金刚 5》虽然口
碑一路崩塌，但凭借惊艳特效和特有情怀，票
房依旧一路高歌猛进。萌萌的《神偷奶爸 3》也
凭借铺天盖地的宣传等原因，上映首周拿下
4.39 亿元票房，创造该系列最好成绩。
更加火爆的是正在上映或者即将上映的
30 余部国产电影，观众的关注度日益高涨，甚
至未播先火。应该说，今年暑期档的国产电
影，题材类型非常丰富，如历史题材的《建军大
业》，神话玄幻题材的《悟空传》
《鲛珠传》，军事
题材的《战狼 2》，喜剧片《绝世高手》，武侠片
《绣春刀 2》，青春片《闪光少女》以及惊悚片《京
城 81 号 2》等 ，都 是 被 业 内 人 士 看 好 的 电 影 。
面临激烈竞争，为了在市场的夹缝中争取最佳
的档期和排片，
《绣春刀 2》
《蛟珠传》
《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等纷纷调整档期，闪展腾挪。
今年暑期档最令人瞩目的，其实应当是年
轻演员的集体出击。有媒体指出，今年暑期档
的一大特点，就是国产片的主演阵容多为年轻
演员，由“80 后”
“90 后”担纲男女主角的电影比
比皆是，连“00 后”也在一些电影里独挑大梁。
业内人士认为，有些年轻演员虽然目前还没有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好演员，却一直在这条道路
上努力。比如《悟空传》中的彭于晏、倪妮，
《战
狼 2》中的吴京，
《建军大业》更是大胆起用新生
代的欧豪、刘昊然、董子健、关晓彤等分别饰演
叶挺、粟裕、邓小平、邓颖超等，打破了前作《建
国大业》和《建党大业》中老牌演员统战银幕的
格局，表现了领导人年轻时的勃勃朝气。
2017 暑期档电影竞争即将白热化，到底
哪部影片能成为暑期档黑马，哪些演员能从
这些电影中脱颖而出，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极限挑战》第三季

展现世相 传递温情
《湄公河行动》原班人马
拍摄制作《红海行动》
□赵

鹏

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 70 周年

静

携《蓝蝴蝶》
《泰坦尼克号》进京演出
□郑

日前，广东湛江某地，500 名海
军官兵整齐划一地立于舞台两侧，用
嘹亮的歌声为军事动作片 《红海行
动》 新闻发布会拉开了序幕。紧接
着，导演林超贤、特别出演的张涵予
乘坐直升机空降军舰，主演张译、杜
江、黄景瑜、王强、蒋璐霞、尹昉、
郭家豪、王雨甜、麦亨利、霍思燕统
一 着 海 军 军 装 ，整 齐 划 一 地 现 身 现
场。这是《红海行动》演员首次与媒体
见面，更是片中的“蛟龙突击队”首次
编队亮相。
《红海行动》 也是首部全景展现
现代化中国海军的电影。该片以“也
门撤侨”事件为背景，讲述了中国海
军蛟龙突击队奉命执行撤侨任务，兵
分两路进行救援，同时，恐怖分子正
在密谋不法行动，突击队必须阻止拦
截的故事。
此番拍摄 《红海行动》，导演林
超贤领衔 《湄公河行动》 原班制作人
马，再度出手红色题材并转战海军，
拍摄过程相当不易。秉持“实景拍
摄，拒绝棚拍”的原则，剧组远赴非
洲摩洛哥，进行了长达 4 个半月的异
国拍摄。剧组不但要克服当地恶劣天
气，还要团结来自近 10 个国家的工
作人员协同工作。
该片总投资高达 5 亿人民币，跨
国交锋、激战等热血动作元素与 《湄
公河行动》 异曲同工，制作规模和故
事格局等内核也进行了升级。电影自
开拍便取得我国海军的大力支持。
饰演蛟龙突击队队长的张译感慨
道：“我曾穿军装 10 年，在脱掉军装
那一刻我就告诉自己，如果没有优秀
无比的军人角色，我不会再演，因为
我要保护军人风采。去年我看了 《湄
公河行动》，很震撼，当时就想，要
是自己能出演这样的红色题材电影能
有多好。没想到，现在梦想成真。”
《红海行动》 由博纳影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
视艺术中心、星梦工场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英皇影业联合出品，总制片
人于冬，梁凤英监制，将于今年年内
公映。

□文

娜

儿童剧 《泰坦尼克号》 剧照
“野草渴了想露水，露水困了想月亮；月亮累了想星星，星星闷
了想太阳……爸爸呀爸爸，啥时才让我看见，你的眼睛、嘴巴和肩
膀！啥时才能爬上你的后背，暖暖我的胸膛。”随着《蓝蝴蝶》主题曲
响起，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拉开帷幕。受
国家大剧院邀请，7 月 11 日至 7 月 15 日，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

在此上演了两部经典儿童剧《蓝蝴蝶》和《泰坦尼克号》，共 5 场。
儿童剧《蓝蝴蝶》由欧阳逸冰编剧，胡宗琪导演，以留守儿童大
顺子进城寻父为线索，聚焦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留守儿童的生存
状态和身心成长。该剧于去年 9 月首演，演出近 50 场，受到师生和
家长的广泛好评。儿童剧的现实题材不好把握，中国福利会儿童艺
术剧院的创作团队用童话手法来描写留守儿童“大顺子”的内心世
界，希望孩子能从剧中体会到社会公平、公正的意义，让他们从小就
形成正直的概念。剧中充满民族风情的舞美设计以及朗朗上口的
经典童谣等，也凸显出主创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弘扬的自觉。
儿童剧 《泰坦尼克号》 是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近年来开
拓的世界经典作品卡通版系列工程的第一部。该剧跳出经典电影
的框框，以泰坦尼克号为载体，叙述了 3 只猫和一群老鼠在灾难面
前的种种表现，通过小动物的视野演绎普通人生命中的亲情、友
情和爱情，展现天灾来临时的人生百态。把经典文艺作品搬上儿
童剧舞台，用孩子们容易接受的卡通形式来阐释精髓，正是该系
列儿童剧的创作初衷。
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是宋庆龄于 1947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
创立的中国第一家专业儿童艺术团体。剧院成立 70 年以来，创作
出 《马兰花》《小足球队》《童心》《雁奴莎莎》《白马飞飞》《享受
艰难》《灿烂的阳光》《成长的快乐》《彩虹》 等近 400 部题材各异
的儿童剧目，累计演出 19000 余场，观众达 1639 万余人次。

《捍卫者》再现抗日英烈事迹
□晓

杨

今年是淞沪会战爆发 80 周年。一部根据淞沪会战中壮烈殉国
的抗日英烈姚子青的事迹改编的电影 《捍卫者》，在日前的上海国
际电影节上吸引了观众的关注。
1937 年 8 月，
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
战况最惨烈的淞沪会战爆发。
年仅 28岁、
时任国民革命军营长的姚子青率部 600人守卫宝山县，
抵御
日军鹰森孝联队 2500人的进攻，
最后全营官兵全部壮烈殉国。
“只有国，没有家；只有死，没有降；只有死，没有逃；男儿必死在
沙场！”抱着对英雄的崇敬和积极的社会责任感，佳泽（上海）影视文
化工作室、北京盛钰影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出品了这部电影。
影片用当年姚子青殉国后一首广为传诵的“姚将军歌”的片段，作为
开场白，道出了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联合导演和编剧廖希说，影
片力求真实感和纪实性，让镜头穿越时空回到过去，带着观众切
身感受战争的惨烈和英雄的悲壮。主演白恩说，只有成功地塑造
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着人性光辉的姚子青，这样的民族
英雄才能使人信服和崇敬，才能被观众铭记和传播。
据介绍，为了真实再现当年战况的惨烈和英雄的壮举，同时

《捍卫者》剧照
让影片有更强的观赏性，该片的战争场面呈现出了国产电影罕见
的视听效果，阵地战、夜战、白刃战、巷战等每一个战争场面，
都经过精心设计，给观众带来强烈震撼。

黄渤 （左）、孙红雷为居民送奶
励志体验节目 《极限挑战》 第三季近期正在东方
卫视热播。节目每期都围绕一个社会热点或某个时代
现象，由孙红雷、黄渤、黄磊、罗志祥、王迅、张艺
兴 6 人组成的“极限男人帮”走上街头，进行开放式的
户外挑战。作为一档始终与民众在一起的节目，《极限
挑战》 第三季以“无处不在，与你同行”为主题，有
意从观察者改变为亲历者，用更原生态的挑战情境和
任务环节，记录文明和谐的世相百态，展现诚信友善
的平凡温情。节目将镜头聚焦普通群众，串联起了各
行各业的劳动大众群像，传播着积极的暖心力量。
节目中，极限男人帮穿上工作服，带上安全帽，
走上平凡的工作岗位：孙红雷和黄渤骑三轮车，挨家
挨户送酸奶。他们遇上一对 80 多岁高龄的空巢老人，
关切地询问起他们过年的情况；黄磊天还没亮就带着
王迅来到早餐店，给街坊邻居们做豆浆油条，还要为
坚守在工地的建筑工人准备 50 份爱心早餐；罗志祥和
张艺兴则在宠物店里给狗狗洗澡，一边用水冲洗，一
边细心地捂住狗狗眼睛防止进水……
节目所展示的星素互动从行为层面渗透到情感层
面，明星们不免感同身受：送奶工黄渤在见到空巢老人
时不由感慨起自身无法陪伴父母的遗憾，孙红雷在遇到
和蔼的中年阿姨时联想起自己已经过世的母亲，罗志祥
则在宠物店里想到收养了 30 多条流浪狗的妈妈……极
限男人帮走上街头邀约“唤醒城市的人”，参加一场朴素
却不失温馨的晚宴，用以致谢城市中默默无闻的建设
者：他们是一群从凌晨就开始投入工作甚至 24 小时轮班
在岗的劳动者：清洁工人、早点师傅、便利店员……无论
是克服难度欣然赴约的，还是岗位繁忙无暇抽身的，每
张朴实的面孔都能戳中观众内心的柔软，他们平凡又很
伟大，就是千千万万个你我他。
《极限挑战》 第三季总导演、东方卫视中心独立制
作人严敏说：“城市要天天繁荣运转，有很多人默默付
出了太多。这些人是照亮这座城市的人，是唤醒这座
城市的人，也是我们的灵感来源。”民众不是抽象的符
号，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梦想的人。在
这个意义上，《极限挑战》 就是一双发现美好的眼睛，
一扇传递温情的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