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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告诉大家，她
们晚年过着怎样的生活”

记者：直观来看，这部电影没有
节奏、充满日常琐碎生活，没有旁白、
配乐，没有出现史料，很多空镜头，而
且老人们都过得很平静。

郭柯：老人们天天生活在痛苦的
记忆中能长寿吗？她们就过着非常
平淡的生活。过去了就过去了。让
她们动情的都是家人。家人对她们
的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罢，都会流
泪。能让她们90岁还动情的地方，是
我们对她们有什么看法，这一点在她
们心里留的时间更长。

记者：除了想要呈现这些老人的生
活，您还想通过这个片子表现什么？

郭柯：我没有在这部片子里去讲
“慰安妇”是什么，我只是告诉大家
这些曾经受过伤害的女性，她们晚
年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不是做史料
调查的，我觉得我们拍片子需要有
一种情感在里面，这种情感是应该
给予她们的。

《二十二》的最后，我们选择用一场
葬礼来作为结束，因为每个人都会走到
这一步。她们的离开，给了我某种启
示。如果我们再不看她们一眼，她们就

像被一场雪覆盖的山野，默默隐去。

“我当时就控制不住自
己的情绪了”

记者：近几年中，您一直在接触
这部分老人。有没有令你印象深刻
的故事？

郭柯：韦绍兰是我第一部慰安妇
纪录片《三十二》的主人公。她不只
是“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还生下了
日本人的孩子，再加上她性格又那么
乐观，反差特别大。

第一次去看韦绍兰的时候，她
住的地方家徒四壁，我给了她五百
块钱，当时我们是 4 个人去看她。
第二天去跟她告别的时候，她让我
坐在她身边，她从衣服里掏出来 4
个红包，说你们4个是一起来的，要
过年了，你们拿着回去给家人买点
东西吃。我打开时发现，每一个红
包里都有 100 块钱，我当时就控制
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她住的环境那
么差，她是那么娇小苍老，可是她却
这样考虑事情。

“这是一段疼痛的历史”

记者：在拍摄《二十二》时，您觉

得最困难的是什么？是跟老人的生
命赛跑，还是资金问题，或者其他？

郭柯：都不是。我觉得最困难的
是，我们的团队该以什么身份去面对
她们，包括怎么去提问，怎么跟她们
相处。最难的是放下这些东西，去肯
定老人，去做一些看似非常无聊的事
情。我们每天陪着她聊天，看看她扫
地，去拍一些她的日常。对拍戏的来
说，这些完全不可想象——这是在干
嘛呢？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豆瓣的影片简介中这样写道：
“慰安妇”这三个字，曾被多少中国人
在心里披上“中国耻辱”的外衣。多
少人想揭，却不敢活生生地揭开；多
少人想拍，又怕打扰到她们的生活。
这是一段疼痛的历史。

“《二十二》想做的是要
把她们还原为一个个普通人”

记者：担心被公众指责消费老
人吗？

郭柯：她们一直被称之为“慰安
妇”，但这样的称呼也是被迫的，如果
不是为了帮她们争取权益，或许根本
不愿接受这样的称呼。

真正接触到老人后，眼前的老人
都是活生生的人，她们和我们的奶

奶、家中老人没什么两样。她们也知
道我们为什么拍，过程中我们最注重
的就是对方的感受，比如聊天的地方
都在她们床边，给她们安全感，或者
是她们家人外出的时候，尽量考虑对
方的感受，就像听奶奶讲故事一样，
她们也会想要告诉你。至于我个人
来说，就会延续这段缘分，每年去看
她们，去陪陪她们。

记者：《二十二》中，您感觉最成
功或者自己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郭柯：社会看待“慰安妇”这一
特殊群体的视角往往是以“历史证
据”为主，或给予“同情怜悯”，而缺
乏对她们生活的真正关切。《二十
二》想做的是要把她们还原为一个
个普通人，像对待亲人一样敞开怀抱
去拥抱她们。

比故事更重要的是情感。当你
用导演和演员的身份去丈量彼此，用
一些拍摄技法去要求她们，其实是对
她们的一种不尊重。纪录片的表现
手法相比于史料文献来说，更能让观
众直观地体会到这段历史的沉重。

相信我在若干年后都不会后悔，
在我 30 岁的时候我遇到了这个群
体，我没有用很功利的心态去面对她
们，我用一种非常尊重的方式走近了
她们。 （据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慰安妇”纪录电影《二十二》导演郭柯：

感受沉重的历史 抚慰受伤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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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世界
“慰安妇”纪念日这
天，国内首部获得公
映许可证的“慰安
妇”题材纪录片《二
十二》正式上映。该
片不仅得到了半个
娱乐圈的“追捧”，上
映两日来的口碑和
热度持续走高，也足
见观众肯定。

新华社记者专
访了纪录片《二十
二》的导演郭柯，呈
现纪录片《二十二》
的幕后故事。

2012 年，郭柯
开始用镜头记录这
些老人的故事。那
时中国公开身份的
慰安妇幸存者仅存
32人，他将纪录片
命名为《三十二》。

2014 年，郭柯
启动自己第二部纪
录片的拍摄。摄制
团队30多人，经历
了 11996 公里的跋
涉、5733公里的飞
行，32海里的轮渡
以及11种语言、9位
当地人的翻译后，在
29个拍摄地，拍全
了幸存者。这一年，
《三十二》变成了《二
十二》。

《
二
十
二
》
剧
组
与
老
人
在
一
起
。

《二十二》上映两日
票房破千万元

本报讯 在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
日这天，国内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题材纪
录电影《二十二》正式登陆国内院线，据Mtime
Pro数据显示，15日电影票房已经突破千万元。

此前，出品方、宣传发行方的代表曾坦言，希
望等电影上映之时能有1%的排片，目标是超过
20万人次观影，但经过口口相传，包括冯小刚、
《鬼乡》导演赵正莱等人的推荐，不少观众选择走
进影院支持这部电影。

14日电影上映首日排片占比1.5%，已经超出
发行预期。15日电影的排片更是升至4.4%。

据悉，电影的收益，都将全部捐献，用于对“慰
安妇”历史研究及幸存者的资助。 （小文）

《二十二》公映
网友感言

● 纪录电影《二十二》里的“慰安妇”老人们，
历经苦难却依然对世界充满善意。“吃野东西也要
活着”，生命的坚韧、积极乐观的精神，值得所有年
轻人学习。8月14日，我们一起深情凝视，从老人
们身上学习和感知“活着”的真谛。

● 黄有良老人（海南）于 8 月 12 日晚家中离
世。截至 8 月 12 日，影片中 22 位老人仅 8 位在
世。还好，我们能在《二十二》中将她留了下来。
老人一路走好。

● 她们穷尽余生诠释着名为“活着”的主题，
以及“慰安妇”三字背后真实的历史记忆。幸存的

“慰安妇”老人从32位到22位再到8位，这个数字
终有一天会成零。赶在零之前，她们给了我们直
面苦痛历史的勇气。

● 把她们当成自己的家人，静静地听奶奶们
讲讲故事。面对伤痛，不终日怨恨，但一刻不忘。
我们来得太晚，而她们走得太快！

● 纪录电影《二十二》获韩国“慰安妇”题材电
影《鬼乡》导演赵正莱力挺。《二十二》中老人们历
经苦难却对世界充满善意，平静的生活、自在的歌
唱，让赵正莱深受感动。“慰安妇”的历史需要中韩
两国共同铭记。

● 淘票票平台上，用户评分9.5分，而目前排
片只有1.4%。《二十二》不是一部商业大片，只有
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和一群命运多舛的女性，
但值得每个中国人去了解；我们呼吁影院给《二十
二》更多场次，让更多观众观看。

● 希望各院线和影城能帮助我们协调下3-4-
5线的场次，让更多在县城的观众也能有机会看到
这部电影。感谢院线和影院支持。 （小新）

■ 阿成

北京时间8月15日，费德勒宣布
退出本周的辛辛那提大师赛。如此，
近期网球迷们关注的男子网坛世界
第一的归属有了结果，纳达尔“不战
而胜”，将在下一期世界排名中重返
第一，并将以头号种子的身份征战今
年的美网。

这是今年31岁的西班牙选手纳
达尔三年来首次回归男子网球选手世
界第一的王位。但纳达尔世界第一的
位置并不牢靠，如果费德勒休息两周
后能以健康的身体出战美网，完全有
可能从纳达尔手中抢过世界第一。

在费德勒上周日（当地时间）输
掉蒙特利尔的决赛后，就有退出辛
辛那提赛的预兆了。看蒙特利尔决
赛直播的球迷应该都能看出，费德勒
输掉比赛主要是因为身体出了状况，
决赛后半段，他几乎是站直身体打球
的。当时“奶粉”们肯定很担心“奶
牛”出了什么状况，幸好费德勒赛后
表示：只是有些肌肉疼痛。但警报并
未解除，费德勒还说：“我会看看接下
来身体感觉如何。”感觉看起来不太
好，否则，他不会在争夺世界第一的
关键时刻退出辛辛那提大师赛，将很
可能在此站就抢到手的世界第一“拱
手相让”给纳达尔。

纳达尔蒙特利尔第三轮出局后，

网球迷们都已算好分数，如果费德勒
夺冠，将把与纳达尔的积分差距缩小
到微小的10分。费德勒去年温网后
就高挂免战牌，今年下半赛季没有保
分压力，仅仅10分的差距，在辛辛那
提登顶世界第一几乎板上钉钉。就
算费德勒输掉蒙特利尔决赛，在辛辛
那提登顶的机会也不小。但现在，机
会只能延后到美网了。

别跟我说费德勒现在不在乎世
界第一的名号，蒙特利尔站本不在他
的赛程表中，是临时加上去的，原因
是看到了重夺世界第一的大好机
会。费德勒离开世界第一的宝座已
很久了，如果能以 36 岁之高龄重登
世界第一，是另一项神奇的成就，也
是一种巨大的诱惑。

但费德勒还是选择退出辛辛
那提站，放过了这次登顶世界第一
的机会。身体感觉不太好当然是
主要原因，但不见得他的身体状况
有多糟糕，也许他只不过想恢复得
更好些罢了。费德勒以前说过，以
一个健康的身体继续征战赛场，比
重夺世界第一更重要。此次退赛证
明他所言非虚。

当然，也不排除费德勒想试一试
“以退为进”是否再度灵验。去年他
放弃了下半个赛季，没想到本赛季复
出竟然夺得人们已不再指望的“第十
八冠”；之后退出红土赛季，竟然在温
网接上“第十九冠”。休战两周后如
果美网能复出，费德勒能否“第二十
冠”与世界第一双收？

以退为进，再试可爽？

“全国户外安全教育计划”
公益巡回讲座走进海南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7年“全国户外安
全教育计划”公益巡回讲座·海南站近日举办。活
动吸引了海南近30家户外相关协会、俱乐部、团
体组织的500多人参加。

“全国户外安全教育计划”是在国家体育总局
指导和支持下，由中国登山协会推出的一项面向社
会开展的户外安全教育宣传的大型公益活动。针
对目前户外安全面临的问题，根据国际发展经验和
社会需求而推出的一项面向全社会开展的登山户
外安全教育与宣传的大型公益活动。

本次活动由中国登山协会主办，海南省环岛
户外运动服务中心承办。

海口举行气排球选拔赛
本报海口8月15日讯（记者王黎刚）2017年

第十届海南省老年人运动会气排球项目海口赛区
选拔赛暨市民体验赛宣传活动昨天在海南体育职
业技术学院体育馆结束。

气排球是一项集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群众体
育项目。比赛用球比较柔软，球速较慢安全系数较
高，适合各个年龄层次参赛。来自海口市各区企事
业单位的8支男队和8支女队参加本次选拔赛，将
选拔出优秀选手代表海口参加省老年人运动会气
排球项目比赛。获得男子组前3名的分别是港航
队、秀英东山队、中嘉集团队。获得女子组前3名
的分别是海南师范大学队、秀英东山队、海口队。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文体局支持，海口市气排
球协会主办。

本报三亚8月15日电（记者孙
婧）2017-2018克利伯环球帆船赛本
月进入赛事起航期。记者今天从赛事
组委会了解到，“三亚新奇世界半山半
岛号”（三亚号）参赛船已抵达了赛事
始发港——英国利物浦市阿尔伯特码

头。接下来，三亚号帆船将进行为期
11个月的环球航海赛，长航期间同步
向世界展示中国海南三亚的风采。

三亚号船长、来自澳大利亚的温
蒂·塔克表示，将和全体船员共同努
力，为三亚号取得好成绩，并在全球范

围内传播三亚城市形象和旅游资源。
抵达阿尔伯特码头后，三亚号还将

和其他11支船队一同开展系列起航前
活动。8月17日至20日，克利伯组委
会将组织商务社交宴会、全球合作伙伴
论坛、启航庆祝晚宴和启航仪式等活

动。三亚市旅游委也将借助这一全球
顶级帆船赛事，在阿尔伯特码头进行路
演宣传，向全球的帆船爱好者和游客展
示三亚的航海文化和海洋旅游资源。

克利伯环球帆船赛自1996年创
立以来，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最著

名的业余环球航海赛事之一。此项赛
事每两年一届，参加2017-2018克利
伯环球帆船赛的12支船队于8月从
英国出发，经停14个国家和地区，全
部赛程历时11个月，航程近5万海
里，环球一周后再返回英国。

克利伯环球帆船赛进入起航期

三亚号抵达始发港英国利物浦

足协杯半决赛首回合

上海申花

1：0
胜上海申鑫

在 2017 年中国足协杯
半决赛第一回合比赛中，上
海绿地申花队主场1：0战胜
上海申鑫队，占得先机。下
半场第53分钟，申花外援金
基熙破门得分。

图为上海申鑫队球员柳
超（左一）在比赛中拼抢。

新华社发

新华社天津8月15日电 天津
泰达俱乐部15日宣布，同意李林生
辞去球队主教练一职，俱乐部已开展
甄选新帅工作，目前球队日常的训
练、管理、比赛等工作暂由原教练组
成员代理。

在14日中超联赛中以0：2输给河
北华夏幸福后，天津泰达亿利队主帅
李林生泪洒新闻发布会，并当场宣布

辞去主教练职务。他说：“我想跟俱乐
部和球迷说句对不起。为了球队能够
保级，我想我应该停止自己的工作。”

李林生是天津泰达亿利队本赛季
第二任主教练。由于前主帅帕切科率
队成绩糟糕，在0：3负于同城对手天津
权健后被俱乐部解职。李林生从助理
教练的位置上接过了帕切科的教鞭。

但是，在李林生率队征战了11场

比赛后，球队仅取得1胜2平8负的战
绩，排在联赛积分榜倒数第二位。李
林生没能带队走出困境，也难逃“下
课”的厄运。

当前，在联赛所剩不多、球队排名
偏低的情况下，泰达急需要做的，除了
找到一名靠谱的主教练，更要扭转球
队低落的士气和散漫的状态。否则，
降级离泰达真的不远了。

泰达再换帅 保级形势艰

省三对三篮球联赛
五指山琼中澄迈赛区收兵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7海南省全民健身
运动会“海南银行杯”三对三篮球联赛五指山、琼
中、澄迈赛区日前收兵。三个赛区各决出公开组和
青少年组冠军，共产生24支晋级总决赛的队伍。

经过两天的角逐，五指山赛区南兴商场队夺
得公开组冠军，乐东队获青少年组冠军。橡胶林
工人队和阳江二队将琼中赛区的公开组和青少年
组冠军收入囊中。澄迈赛区的诒换队和文澜三氓
仔队获得公开组和青少年组的冠军。

本次联赛共设10个分赛区，每个赛区设青少
年组和公开组两个组别。分赛区各组别前4名球
队晋级总决赛。最后两个分赛区屯昌、儋州赛区
的比赛将于8月19日开赛。总决赛将于8月26
日至27日在海口世纪公园篮球场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