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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想着讲好故事

蔡成杰告诉记者，这部微电影用了一个月筹备、6天拍
摄，当时完全没有想到会像现在这样火，“我们在拍摄时只
想着如何讲好故事，没有预计会有这样好的传播效果。”

《悟空》讲述了男孩张晓笛和悟空的故事。上世纪90年
代，张晓笛用爸爸省吃俭用给他买的新钢笔换了一张孙悟空
电影票，被痛打屁股，心爱的悟空人偶也被爸爸扔出门外。
他说走就走，离家寻找悟空，在丛林钻木取火、斗蛇捕鱼，
历练成长。后来他终于搭上去城里的车。然而城里已经飞速
发展到令他不知所措。幸亏遇到了在城里寻子的父母，而儿
时的孙悟空玩具，依然栩栩如生。

孙悟空的故事屡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深受海内外观众欢
迎。蔡成杰说，这次又选择孙悟空题材，是因为从小孙悟空
就是他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这部微电影多半讲的是他
自己的经历。他小时候在农村，常常和小伙伴一起，打着手
电筒翻山越岭去看电影，看完回来的路上还兴奋地沉浸在电
影里。但是一转眼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自己成了在都市
拍电影的人，“好像时光折叠了”。

蔡成杰还告诉记者，其实这部微电影是First青年电影展
和华为联合推出的“未来影像”板块的作品之一，这个板块的
作品全部由青年导演创作，要求影片有一定的未来感。所以，

《悟空》的故事线是一个孩子回到上世纪90年代再寻找未来，
也就到了现在，从而突出时光转变之快和华为发展之快。

资深影迷、中国戏曲学院学生吉朗说，看《悟空》这部
短片，一种后科技与后现代的质感扑面而来。短片延续了蔡
成杰执导的口碑之作《北方一片苍茫》中乡村对于城市中的种
种不适与窘况的体察，在这部短片中更具趣味性和调皮感。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系副研究员刘藩说，应该热烈欢迎
华为进入影视视频制作和放映行业。目前，国产电影后期制
作使用的软件、放映机的芯片都受制于欧美。华为这样有专
业研发力量和技术积累的民族企业加入电影业，使我们今后
有可能采用自己的技术，这是民族电影业的福音，令人期待。

为什么要竖屏

显然，《悟空》 的“竖屏”是它最醒目的标签。我们早
已习惯了横幅、横屏观看影视作品或者视频，认为横幅更符

合人类视觉习惯，这部短片为什么要标新立异呢？
蔡成杰表示，世界美术史上早就有竖幅画作，具有相当

的美感；各种海报往往也是竖幅的，能够很精准地表现事
物。另外，手机本身也是竖幅的，用它拍摄比摄影机轻便灵
活；竖屏剧作为新生事物，近来也获得了较大关注和发展。
他希望通过这部短片，探索建立更多视觉可能，寻找传统
的、古典的同时也是油画似的、海报似的美。“这是重新建
构的过程，也是尝试探索的过程。”

他介绍，由于竖幅没有左右只有上下，拍摄时摄影、美
术、置景等都做了特别的布置，比如在电视机上放置相框，
两个小孩对话不能一左一右站立而是一上一下。“创作的动
力之一，就是探索和尝试的新鲜感：比如把手机挂在树上
拍，扔在火里拍，放到桶里滚着拍。”最终，蔡成杰觉得找
到了呈现竖幅美感的方法，也做到了竖幅画面和故事契合。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部微电影品质精良。蔡成杰表
示，《悟空》 是按照电影短片的标准而非广告的标准来创作
的，除了拍摄时换了拍摄手段，使用了华为手机而不是摄影
机，其余各方面和电影是完全一样的，采用电影剧组的建
制、电影的故事和文本，声音、调色也都是在电影棚里做
的，“并不是用手机拍摄的微电影就必然粗糙”。

拍完这部微电影，很多广告公司来找蔡成杰拍广告，被他
一一婉拒。“邀请方总说：这不就是华为P30 Pro的广告嘛，每
一个苹果手机的新型号面世，也有知名导演用来拍一部电影
短片。我只能一再声明，我不是广告导演，我和华为不是甲方
乙方的关系，华为没有就影片创作给出任何规定和修改意见，
只提供了4部手机、一台电脑供拍片使用。”蔡成杰说。

为时代负一些责任

网友们热衷对《悟空》进行解读，比如，认为主人公张
晓笛就是现实中的华为，张晓笛不顾一切要进城追寻孙悟空
的过程，像极了华为 30 多年来不顾一切的执著奋斗。张晓
笛搭乘的货车司机穿着潮牌“妖精”服装，“妖精”被网友
们认为是指代美国。甚至有人猜测：张晓笛获得的新孙悟空
电影票放映日期是2019年9月22日，很有可能是华为面向下
一代技术而设计的操作系统“鸿蒙”的面世日期。

蔡成杰当初创作时是不是这样考虑的？蔡成杰说，“我
想表达的一切都在作品里了，观众的任何解读都是正常的。”

很多人认为，近年来的许多国产影视作品，包括《湄公
河行动》《战狼 2》《流浪地球》 等，寄托着我们的民族精
神，传达着大国崛起的意志，这次《悟空》的燃爆状况，也
与人人愿意支持民族企业的情怀和众志成城的决心有关。蔡
成杰说，“我是一个普通的电影创作者，生活在这个时代，
就必然传达时代的声音。我们的作品用镜头讲故事，如果能
以这样的方式与时代发生关联，为时代负一些责任，我感到
很开心。”

本报电（周 缘） 由爱奇艺、工夫影业、工夫
真言影业、天工影业联合出品的网剧 《动物管理
局》已经上线播出。

“动物管理局”在剧中是一个维护公共秩序、促
进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神秘组织，陈赫与王子文分
别饰演的兽医与探员组成搭档，携手侦破一桩桩动
物案件。

该剧在爱情轻喜剧的基础上，融入了悬疑、软
科幻、萌宠等新奇元素。爱奇艺副总裁、自制剧开
发中心总经理戴莹表示，凭借新颖的表现方式、优秀
的制作团队和出色的演员阵容，《动物管理局》将为观
众带来差异化的观剧体验，为网剧市场注入新活力。

5 月 19 日，电视剧 《我的真朋友》 于东方卫视、浙江
卫视首播，口碑、收视率一路走高。海外31个国家和地区
同步播出后热度同样居高不下，大受好评。

据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节目代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澳门地区、新加坡、马来西
亚以及全球新媒体平台 Youtube、Viki 正将该剧与国内电
视台同步跟播。虽然该剧突然提档将近一个月，导致海外
市场前期宣传时间不足，但该剧依然表现优异。Youtube
平台数据显示，前 4 集点击量近 10 万次，观众评论踊跃，
好评率 100%；Viki上线 3天收获 1381人次收藏，网友评分
8.9 分。目前该剧已译制成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罗马尼亚语、意大利语、波兰语、德语、法语、印度尼西
亚语、阿拉伯语和越南语等 12 种语言同步跟播。台湾地
区前 6集点击量突破 30万，由于播出口碑良好，台湾地区
播出平台已经将该剧确定为年度重点宣传剧目。

《我的真朋友》 由张思麟执导，杨颖、邓伦、朱一
龙、许娣、谭凯、李晓峰、李芯逸、姚安濂、张晚意等主
演，讲述初入职场的房产中介程真真、邵芃橙等年轻人，
通过房子见证了家庭冷暖和社会百态，并且在追逐梦想的
过程中实现自我成长的故事。为何选择房产中介作为切入
点？编剧梅英菊说：“中介是一个万花筒，能让千家万户
的故事进入到其中。”她想呈现给观众一个笑中带泪，泪
中带笑的故事，希望看到这个剧的人，都能够在人物身上
找到共鸣，得到追求美好生活的力量。”

“有亲人的地方，就有家。”“一个房子把这个世界感化
了，让它变得更温暖、更美好。”杨颖、邓伦、朱一龙、许
娣等主要演员回忆起拍摄时所经历的各种房产案例感慨颇
多。邓伦在剧中有多场感染力极强的哭戏，被问及如何演

绎，他表示，饰演邵芃橙落泪的几处桥段无需酝酿情绪，
投入到角色中自然会落泪。

该剧由陕文投艺达影视公司打造，本着精益求精的态
度，全剧所有戏份皆实景拍摄，哪怕一个细小的道具，也
花费一番心思，其中井然为程真真制作的房子模型，由中
国顶尖纸模设计师耗费3个月制成。为了衬托井然与母亲白
亚茹优雅的生活背景，剧组特意租下上海一座二层自带庭
院的别墅进行拍摄，海派气息油然而生。

在叶尔羌河边的维吾尔村
庄里有一户汉族人家，主人是
村长，因车祸不幸去世。维吾
尔族乡亲们自发为他举办了隆
重的葬礼，这时他的哥哥从老
家来要求将灵柩运回家去，双
方在情感上都对老村长难以割
舍……电影《漂着金子的河》改
编自新疆泽普县古勒巴格乡科
克墩村支书刘国忠的真实事迹。

影片具有独特的视角。故
事的讲述选取“刘国忠的哥哥
到底是把弟弟的灵柩运回老家
还是留在泽普”这一视角展开
人物的线性活动，以人物纠结
的内心斗争为切入点，展现了
编 剧 、 导 演 刘 春 彦 的 别 具 匠
心。巧妙的艺术构思使得影片
脱颖而出。影片 《漂着金子的
河》 里，刘国忠村长从头到尾
都隐匿在镜头之后。影片通过
群众对村长的回忆，串联起观
众心中刘国忠村长深刻、感人
的丰满形象。

深层次的情感描写将影片
提高到一个新的艺术境界。“漂
着金子的河”本是流经村庄旁
边的一条河的维吾尔语名字的
汉译，但是在影片中，“金子”

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它超越族群差异，尽显人间
大爱。影片中维吾尔族人民知恩必报，一个村民表示

“我借了刘国忠村长2000块钱一直欠着他，现在他死了我
还没还，我一定要把钱还回去”。正是这种互助友爱拉近
了不同族群的距离，也拉近了影片与观众的距离。

除了独具匠心的剧本，演员的选择也为影片锦上添
花。影片选用大量生活中的人物本人出演影片中的人
物，非职业演员比职业演员更贴合故事发生地的精气
神，表演更质朴真挚。从剧本到演员、从影片的整体节
奏到影片的音乐剪接，影片的艺术把握和处理恰到好
处。据悉，该片近期将作为中国影片的代表参加国际电
影节，让世界听到中国电影的声音。

近来，银幕上出现了多部和音
乐有关的电影，包括讲述英国皇后
乐队故事的《波西米亚狂想曲》、展
现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生命最后5年
的《音乐家》、汇聚中日尺八人的人
生轨迹，体现古老乐器传承困境与
希望的纪录片《尺八·一声一世》、浓
缩著名歌唱家卡拉斯为艺术为爱情
一生的《卡拉斯：为爱而声》以及讲
述西北当代音乐人苏阳和秦腔、皮
影、花儿、陕北说书4位民间艺人共
同命运与时代现状的《大河唱》等。
暑假在即，也有其他适合中小学生
的音乐题材电影在酝酿上映。一时
间，音乐题材电影颇为引人注目。

几十年来，与音乐有关的电影
层出不穷，也始终很受欢迎。近年
来，音乐与电影联姻的浪潮汹涌不
断。流行歌曲里的 《同桌的你》

《栀子花开》《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后来的我们》《为你写诗》《一生有
你》《刚好遇见你》相继登陆大银幕
或者宣布开拍。今年夏天，全国文
艺电影联盟也宣布推出“艺术人生
系列”音乐季，为影迷带来5部深具
代表性的音乐电影。除了《波西米
亚狂想曲》《大河唱》之外，还有记录
日本作曲家、电影配音大师坂本龙
一罹患喉癌前后5年生活的《坂本
龙一：终曲》、表现法国著名歌手
达琳达传奇一生的同名电影等，其
中的音乐作品好听好看，音乐家的
人生故事跌宕动人。这个活动一经
推出，即引发网友点赞。

借助电影这一更加大众化、更
“合家欢”化的手段，原本受到剧院
等场地和时间限制的音乐表演以及
音乐家故事，获得了更广泛自由的
传播，音乐人的旷世风采和精彩瞬
间，成为珍贵资料，永远留在大银幕
上，也有更多机会走进更多影迷、乐
迷的心里。音乐作为人类重要的精
神财富和人们借以休闲娱乐的最佳
形式之一，与电影的光影相结合，从
无形到有形，从听觉到心灵，更好地
发挥了瞬间击中人心的冲击力，在
电影中获得了更好的阐释，也使得
电影世界更加炫丽动人。

电影作为大众传媒的重要组成
部分，与其他媒介形式、艺术形式之
间互相影响，共同作用，正在增强自
身社交属性，助推形成观众的圈层
化现象。就让我们走进影院，共同
体验那“音乐×电影”的盛宴吧。

本报电（杨 捷） 正值评剧诞生110周
年之际，6月3日，由黑龙江省大庆市演艺
集团主办，中国评剧院、石家庄青年评剧
团、石家庄京剧团、大庆话剧院协办的

“评腔悠扬曲 张韵传深情” 张 （德福） 派
小生李武演唱会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举行。

演唱会上，国家一级演员、张派小生
李武先后演唱了 《花为媒》《无双传》《樱
花恋》《杨乃武与小白菜》《刘巧儿》《南海
长城》《金沙江畔》《锯碗丁》 等经典剧目
的多个唱段。李武的演唱嗓音高亢嘹亮，
唱腔优美动听，扮相英俊，表演洒脱自
如，令观众领略到“张派”韵味与艺术魅
力。此次演唱会既是李武从艺 43年艺术成
果的全面梳理与呈现，也生动展示了京津
冀评剧戏曲发展的不凡成果。评剧张派小
生艺术创始人、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张德
福亲临现场，京津冀三地评剧表演名家同
台助演。

本报电（郑 芩） 近日，中国摄影家协会与河南省三门
峡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宣告第13届至17届中国摄
影艺术节将长期落户三门峡市。

中国摄影艺术节是中国创办最早、影响力广泛的摄影节，创
办于1989年，已在全国12座城市相继举办。中国摄影家协会分
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郑更生表示，中国摄影家协会决定将未来5
届中国摄影艺术节落户三门峡，这一举措既满足摄影品牌建设的
需要，也是深耕摄影文化、提升举办地社会经济效益的需要。

三门峡因水而生、因坝而兴，素有“黄河明珠”的美
誉。去年，第12届中国摄影艺术节曾在三门峡市举办，创下
观展人数 15 万人次、网上话题点击量 1.2 亿次的历史记录，
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受到摄影界的高度赞誉。

5月 23日 11时 17分，华为终端官方
微博发布了蔡成杰编剧、导演，用华为
P30 Pro 裸机拍摄的竖屏微电影 《悟空》，
并配文：“是不是每个孩子都希望拿上金箍
棒，成为像悟空那样的英雄？”“这次，看
一个小朋友的‘悟空梦’！”这部时长8分6
秒的微电影，迅即得到网友们的叫好，在

“六一”儿童节前后爆火。至6月3日晚24
时，该片已被转发12800多次，留言3200
余条，点赞近 25500 次。网友纷纷表示：

“尘封的童年记忆被《悟空》打开，还记不
记得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的自己？”“《悟
空》有点奇幻，很燃！很酷！”“鸿蒙初辟
本无性，打破顽空须悟空！赞！赞！赞！”

华为竖屏微电影《悟空》

燃了！
□本报记者 苗 春

李武评剧演唱会

在京举办

李武评剧演唱会

在京举办

评剧张派小生李武在演唱会上
主办方供图

评剧张派小生李武在演唱会上
主办方供图

音乐×电影
会带来什么
□文 依

《我的真朋友》海内外受欢迎
□王 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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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管理局》萌宠元素带来观剧新体验中国摄影艺术节将长期落户三门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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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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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竖屏微电影《悟空》 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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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漂着金子的河》 出品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