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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观众而言，李杨的名
字有些陌生；可对许多电影发烧
友而言，李杨是他们心中杰出的
独立电影导演。

2003 年，李杨凭借处女作
《盲井》斩获包括第53届柏林国
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银熊奖在
内的三十余个国际奖项，年仅16
岁的王宝强也凭借电影里“元凤
鸣”一角，获得第40届台湾电影
金马奖最佳新人奖。

时隔4年，李杨完成“盲”系
列的第二部《盲山》，并首次在中
国内地正式公映。不久前，新作
《盲道》在经过长达一年的沟通与
修改后，终于拿到了公映许可证，
即将上映。

10月 21日，第一届中国电
影投资高峰论坛在海口观澜湖举
行，李杨受邀参加，并接受了海南
日报记者采访，共话电影那些事
儿。

“电影不分商业片和
艺术片，只是分大众电影
和小众电影”

法国《电影》杂志曾评出
2003年全球十佳影片，其中，《盲
井》排名第二；而在电影评分颇为
苛刻的豆瓣网，《盲山》也高达8.2
分。一些影迷将李杨视为艺术片
导演，对此，他本人却有不同的见
解。

李杨早年曾留学德国，并了
解到电影发明者卢米埃尔兄弟是
从中国的转花灯学来的活动影
像，德国人甚至认为中国才是电
影的诞生地。因此，电影自诞生
那一秒起就是一种商业行为，因
为要给钱才能看转花灯。“任何电
影本质上都是一种商业行为。”

在他看来，电影不分商业片
和艺术片，只是分大众电影和小
众电影。“所谓的艺术片是小众电
影，像迪士尼拍的很多就是大众
电影，从六岁到六十岁的人都是
它的观众。”所以，当被问到中小
成本电影如何应对市场时，李杨

坦言这是一个伪命题。“所有电影
都要面对市场，高成本并不意味
着高票房，中小成本也不意味着
一定会赔钱。”

就拿《卡萨布兰卡》来说，李
杨在读书的时候，得知《卡萨布兰
卡》是最赚钱的电影，69万美元
的投资，仅德国电视台就重复放
映58遍，收益颇丰。这点与李杨
的电影有异曲同工之妙。“我的电
影在国外知识产权的保护很好，
电视台只要播出，就会付费，像纽
约电影学院放一次，就给500美
金。”

实际上，李杨的电影作品颠
覆了许多人印象中“艺术电影是
赔本买卖”的刻板印象。“我的每
一部电影都赚钱。”比如，《盲井》
就比80％的电影都赚钱，因为它
卖给了35个国家，300万拍的赚

了很多钱。像《盲山》也卖给了二
十多个国家。

“中国电影已到重要关口”

李杨看起来沉稳而深邃，一
双眼睛总会若有所思地看着外部
的事物，温和而犀利。10月 21
日，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前，不
时有影迷找他合影，他一一应允，
为人和善，在论坛发言时，态度也
颇为谦和。“邀请我到高峰论坛，
我是来学习的。”

而当他开口说话，就能感受
到李杨气场，一如他的电影——
质朴而犀利，直击事实真相，有种
直指人心的力量。在“盲”系列
中，他喜欢用纪录片般的写实手
法，自然本真的群众演员表演，以
冷静平实的语调，讲述了一个个
惊心动魄的故事。

虽然中国电影票房很高，动
辄十几个亿，他却透过繁华的表
象，指出中国的电影实际上已经
到了一个关口，这个关口对于中
国电影创作者来说，不仅非常重
要，还要必须度过。“中国电影发
展，动不动就说赶上美国，超过韩
国，打造中国的好莱坞，但是我们
用什么赶上韩国超越美国？”

这是李杨的发问，亦是他的
思考。“难道说我们进入好莱坞，
仅仅是在好莱坞买几个电影公
司，或者是在某些好莱坞大片中
投点资，这就算中国电影走向世
界了吗？这确确实实是一个问
题。”

作为一位严肃的思考者，在
他看来，做大做强中国电影，绝不
能将目光聚焦在“大流量的 IP”

上，因为不管怎样的电影高科技，
都离不开讲人的故事，而这恰恰
也是好莱坞电影之所以一直能够
走在世界前沿的关键所在。“他们
一直用很大功夫在做剧本、做人
的故事，讲人的情怀、人的情感。”

美国著名学者威尔·杜兰特
曾在《历史的教训》一书中，不无
感慨地写道，从文明史的角度来
看，自古至今，人类的本性并没有
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对此，威
尔·杜兰特可谓是李杨的知音，喜
欢读史书的李杨也认为，“不管世
界怎么变，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就
离不开人的故事，只有人的故事
才能打动观众，这才是真正的潮
流。”

对他来说，中国的电影应该
向其他各国电影学习，不仅仅是
技术上的学习，而是扎扎实实地
把我们中国故事讲好，只有把中
国的故事讲好，才不会跟韩国的
电影同质化。“因为技术都是那样
的，但是故事不一样，韩国有韩国
的故事，美国有美国的故事，中国
有中国的故事。”

“在有资本的情况下，踏踏实
实讲中国人的故事，才能拍好中
国的电影。”李杨的电影观与他的
电影知行合一，说到底，拍电影就
是讲好人的故事，脚下土地生长
出来的人的故事。

也许，他从来都不只是个电
影人，更是这个时代的记录
者。

韩国电影《辩护人》盛极
一时。2013 年 12月 28日，
该片在韩国上映，连续29天
占领票房榜首，观影人次超过
1137万，是2014年第一部千
万人次电影，韩国史上第9部
观影人次破千万的本土电影。
导演杨佑硕更是凭借作品《辩
护人》，获得第51届韩国电影
大钟奖最佳新人导演奖。

随后，这部影片传入中
国，引起巨大反响。10月21
日，第一届中国电影投资高
峰论坛在海口观澜湖举行，
杨佑硕受邀参加，并接受了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畅谈电
影故事。

影视作品要
关注社会现实

杨佑硕人高马大，长得
非常壮实，论坛茶歇时间，他
并不像其他嘉宾那般聚在一
起叙旧聊天，常常一个人背
对着人群，面朝靠着墙壁的
垃圾桶抽烟。

他毕业于韩国高丽大学，
研习哲学和英文专业，曾出版
过很多译作，同时还是个漫画
作家。

《辩护人》是他的处女
作，同时，他也是该剧的编
剧。影片以1981年韩国全斗

焕军事独裁政府时期发生的
“釜林事件”为素材改编拍
摄。

影片开头时打出字幕
说，本片“以真实人物为背
景，但内容是虚构的”，着重
点出了电影与历史之间微妙
的关系。“不管是电影还是其
它影视作品，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针砭社会问题，不断
提出新的问题，并与民众一
起分享。”杨佑硕坦言自己非
常关注社会现实。在他看
来，社会是一个整体系统，既
包括健康的部分，又包括不
健康的部分，这是社会发展
的必然结果。“不管是多好的
社会，也总归会有不健康的
地方。”

考虑今后
与海口合作拍摄电影

“岩石再坚硬也是死的，

鸡蛋再脆弱也是有生命的。
石头最终会化为沙土，而鸡
蛋孕育的生命总有一天会飞
越石头。”诚如这句台词所
言，对杨佑硕来说，因社会发
展所产生的局限是我们所不
能左右的，可是却值得关注
与思考，去推动鸡蛋孕育的
生命飞越石头。

他将此视为一位电影人
的责任与义务，思考着如何
以电影的形式推动民众关注
这些社会问题。在电影中，
主角宋佑硕输了自由，却赢
了正义，输了现在，却赢了未
来；而在现实中，影片上映三
个月后，釜山地方法院对“釜
林事件”二审宣判，改判被告
人无罪。

虽然距离一审已经达33
年之久，可是正义只会迟到，
永远不会缺席。某种意义
上，该影片超越电影本身的

存在，承载了很多不堪重负
的历史，推动了韩国社会的
进程。那么，作为一位电影
人，杨佑硕又是如何看待电
影艺术本身的呢？

他坦言，电影有两个层
面，一是美学审美层面，另外
则是视觉艺术方面。“韩国传
统比较倾向于美学审美层
面，但是，现在韩国电影也受
到了好莱坞的影响，提供豪
华的视觉冲击力也会是我们
的趋势。”

对此，杨佑硕表示这是
他第二次来海口，未来韩国
电影发展趋势也将多考虑基
础设施的投资，而海口的基
础设施不错，希望韩国电影
和海口能有更多的合作。“回
韩国后，我会跟同事好好介
绍海口的情况，考虑今后的
合作。”

鸡蛋孕育的生命
总有一天会飞越石头

文\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 图\海南日报摄影记者 张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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