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第 11 期
《水木清华》 总第 59 期

封面
《喜马拉雅天梯》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影工作室承制。
清影工作室成立于 2006 年，是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影视传播研
究中心的尹鸿、张小琴、雷建军三位老师支持和指导的学生影视业务
学习和实践组织。几年来，清影工作室出品的影片获得了国内外的众
多奖项，这些影片均出自清华在校生之手。在清华，沉浸于光影魅力
的年轻人还有很多，他们从银幕前的观众变成幕后的导演，拍摄出自
己心中的故事给大家看。这里是他们的故事。

我拍了个故事，
你准备好要看了吗？
■ 学生记者

张译丹 蒋茹茹 谢慢慢 沈世钰 胡 颖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当我们被问到“你平
时有什么兴趣爱好”时，总是自知或不自知地加

《米字路口》：看客先行，自我永存
“生活处处有故事，发现它，讲述它……”

上“爱看电影”这么一条。你有没有过坐在黑漆

这是纪录片《米字路口》预告片中片头的一句话，

漆的影院里流泪看完一个 ＴＡ 完整的一生，竟意

也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外发现找到了自己影子的经历？你有没有过嚼着

刘逍然，便是这部片子的作者。她研究生毕

爆米花手舞足蹈地看着一个童年时最喜爱的动画

业于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新闻

片被搬上大银幕，恍然不觉间，这部动画片都看

学院。２０１１ 年，她的纪录片作品《消逝的水乡》

了好些年好几个版本的经历？……

就已在社会上取得了一定的影响。

电影，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表达方式，作为荧

《米字路口》是刘逍然 ２０１３ 年拍的一部纪

幕外的观众，这一次我们将离幕布近些、再近些，

录片，讲述几个中国的年轻人在异国他乡寻找新

真正走进一个电影制作者的光影世界中。

闻理想与新闻自由的故事。这部纪录片记录了他

当电影被冠以原创的名目时，便又多了一丝

们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的情况、遭遇的困惑、

亲切感与关联性。从一个思维的火花“嘭”地擦

遇到的困难及他们对自己未来的展望与安排……

亮混沌的脑海，到深入当地去采风、前期选材，

而临近毕业的他们仿佛就站在米字路口，完全看

再到笔下生花勾画着一张张别人看不懂的分镜草

不清自己以后的路在哪里。

图，终于可以开始拍摄制作了，于是最后的最后，
我拍了一个故事，你，准备好要看了吗？

谈到自己拍《米字路口》的初衷时，刘逍然
说，刚开始自己并没有想把它拍成一部纪录片，
只是希望记录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生活，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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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天梯》
己能够在 ３０ 年以后依然记住在纽约求学的这一

年时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的男神，更为国产动画在

段时光。但是，她慢慢地发现，仅仅记录自己的

长久的寒冬瓶颈期带来了雨后春笋、势如破竹的

生活是远远不够，从中国到哥大的这些学生们的

回暖希望。谈起这部年度最热门的国产动画，王

思想与思维的变化才是更重要的，于是，她决定

思越毫不吝啬赞美之词。而踏进动画创作大门的

通过拍摄其他同学到哥大学习一段时间后受到的

她，在欣赏称赞的同时，也带着自己的原创动画

冲击、体会到的迷茫，面临的矛盾、选择等等来

短片——《渡海》，在她脑洞大开的光影世界找

记录自己对美国与中国新闻的深入思考。

寻自己的心之所向了。

“对于我自己来说，这部片子使得我做纪录

《渡海》是美术学院信息艺术设计系 ２０１１ 级

片的技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从构思、采访到

本科生王思越的毕业设计作品，这一部 ６ 分钟时

拍摄、架灯光，配音、配乐、调色等都是她一个

长的二维动画短片，改编自日本小说大师井上靖

人完成的，这些对一个在异国他乡留学的学生来

的中短篇小说《补陀落渡海记》。在动画中，王

说，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谈到自己在拍摄

思越通过参考简化敦煌壁画中用色和线条，结合

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时，她回答说：“就像片子里

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二次元”赛璐璐画法，

说的那样，我们（在哥大的留学生）的学习压力

还原了原著中老住持年至古稀，循旧例需渡海寻

非常大，甚至都抽不出一天的时间来享受生活。”

得佛教所引导的永生之境的故事脉络，再现了渡

而她却要抽出很多的时间来拍片子，就拿在哥大

海期间老住持囿于世俗束缚与真正自己想要追

的招聘会来说，别的同学可以一天面试 ７－８ 家公

寻、值得追寻的事物的心理求索历程。“因为一

司，而她在面试的同时还要抽出一定的时间来拍

直喜欢读小说，很早就想过毕业创作要改编一部

摄，这样下来面试的公司就很少。

让我自己比较受启发的中短篇小说作品，去和大

《米字路口》并不是她第一次拍摄纪录片，

家分享我所受到的感动和启发”，王思越这样说。

此前她的毕业作品《消逝的水乡》已经在社会上

敲定选题和大致构思后，王思越从今年 ２ 月开始

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我喜欢花费很长时间去深

前期的选材和改编故事、设计分镜，６ 月完成整

入讲述一个故事。”她希望能够把一群人的生活

部片子的制作。在说起这一段经历时，她弥足珍

和心理状态通过镜头的方式展现出来，这也是她

惜：“最难忘的就是制作过程中认识的朋友，老

选择拍纪录片的一个初衷。在镜头面前，她不是

朋友，新朋友，很多人给了我很多帮助和建议，

看客，而是一个用心去记录生活中酸甜苦辣的参

受益匪浅，难以忘怀。”

与者，即使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诸多的困难、挫

王思越坦言，《渡海》的制作过程中，很多

折。她想的也不过是如何把这些生活百态展现在

东西都是第一次尝试，走的弯路数不胜数，但同

更多人的面前，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时，自己对于原创动画的理解、把握与热爱也在

每一个做纪录片的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那份

这一个过程中不断加深。王思越选择用动画片的

坚持，或致力于展现登山历险，或喜欢记录人类

形式去展现一部文学作品，是考虑到动画比起文

发展历程，她也是一样。她喜欢做温暖而有力量

字，能够通过画面和声音去更直观的感染观众，

的纪录片，希望自己的纪录片能够让很多人产生

节奏更多被掌握在作品这边，是比文字更霸道的

共鸣，让他们感受到温暖的力量，给他们带去满

一种表达方式。相比文字的细腻和感性，动画则

满的正能量，这便是属于她的那一份坚持。

将视觉、听觉和我们的思考结合起来，“我看到
好的动画就觉得好像被绑架一样，会让我整个身

古朴不失可爱地“绑架”观众
不久前一部《大圣归来》不仅带回了我们童

心都受到限制不由自主地去听它的讲述。而文字
更像是美好的情人，它在温柔地劝我去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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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愉快地说着。
王思越执著地喜爱着动画，生活中的她率性

座城市，踏着一双 ｌｏａｆｅｒ 懒人鞋辗转大街小巷，
行程两万多公里，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直到

洒脱，不喜欢的事情不想干，喜欢的事情戒不掉。

八月底才踏上归途。返京后，沈桥开始整理近两

她纯粹地喜爱并创造着动画里那个简洁干净，斑

个月的旅行中获得的素材。一开始，他并没有

斓活泼的世界，已经毕业的她在聊起未来发展道

打算制作一部纪录片，成片的想法是在剪辑的时

路时，坚定地说：“我毕业后准备做一段时间游

候才具体化的。有了这个念头以后，他将自己两

戏原画，学习更纯粹的角色设计，希望能对今后

个月的旅途中拍摄的点滴内容制作成了一部微电

的动画创作有新的刺激和帮助。”面对自己在将

影，由此，沈桥的旅拍处女作《他的城——一部

行的发展道路上的机遇和挑战，王思越十分坦诚：

私人光影纪录片》诞生了。

“机遇，就是作品。挑战，也是作品。作品感动

对自己的处女作， 沈桥最满意之处是制作过

观众，就是机遇。感动不了观众，就是需要更多

程中最大限度的自由——从拍摄、剪辑到后期，

学习的挑战。”

他可以完全随着自己的想法去做，而不必像做甲

追求自然、单纯、随心，她，依旧在这条路
上……

方视频那样有着主题和时间上的限制（甲方视频
指的是电影合同中受委托制作的视频）。 此 外，
他对镜头的人文性和剪辑的节奏感也都很满意。

他还年轻 渴望远方
沈桥（笔名）是一名来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

素材的画质仅有 ７２０ｐ。而且大部分素材都是横移

学院的大三学生。今年七月初，他从北京出发，

摇摄，果冻效应严重。”出发时他带了两个相机、

历览香港、苏州、上海、井岗山、成都、拉萨六

三个镜头、笔记本电脑和移动硬盘，然而并没有

微电影《他的城——一部私人光影纪录片》截图（由沈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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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沉重的脚架，纪录片中的所有镜头都是通过手

作为北大金融专业的学生，他坦言自己愿意

持拍摄完成的。为了尽量减少画面抖动，在后期

往电影投资方向走，也不排除以后进入电影制作

阶段他使用了慢镜头和防抖插件。即便如此，很

行业的可能性。他认为，文学也好，商科也好，

多素材还是因为抖动太大而被舍弃了。

都是刻画世界的维度，没有高下之分，也不存在

沈桥说，旅行过程中，他喜欢以旁观者的

冲突，更不会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掐架是因为

角度来记录世界，不打扰，不介入，静静地用长

信息不对称，而愈深入去了解，人越会有更多宽

焦展现千姿百态的世间景象。旅途中他也曾遇到

容与理解。” 在《他的城》的末尾，屏幕上现出

过不理解——在西藏纳木错，他拉长焦拍一位藏

一行字——他还年轻，渴望远方。

民的时候，对方用手制止了他，并要求沈桥把刚

谈到将来的拍摄计划，沈桥提到自己目前正

才拍摄的东西给他看。不过，总体上来说，景区

在做两部甲方视频，此外，他将在 １１ 月份申请项

的人民对异乡旅客和他们的镜头还是宽容的，

目拍摄一部个人电影。他说，他希望在大学毕业

“你只要解释自己只是拍着玩儿，一般人也都会

之前能拍出一部发生在北大或北京的纪录片。
“理

接受。”

想有很多路径可以抵达，我喜欢走一条不同一般

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行走，然而

的路，我更期待未知而不是心安理得。”

在每个城市他都能遇到熟人，小伙伴们总是热情
地带着他在当地转悠。他们知道沈桥喜欢摄影，

电影是通往天堂大门的一条小路

对于他专注拍摄素材而“掉队”的行为非常有耐

“你瞧这棵树，它已经死了，可是它还和别

心。作为一种纪念，沈桥也将他们放进了自己的

的树一样在风中摇晃。所以我想，如果我死了，

镜头里。
“虽然很多都是偷拍的，”他笑着说，
“熟

我也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参与到生活中来的。”这

人不好下手。”

是俄国剧作家契诃夫的《三姊妹》中屠森巴赫男

沈桥从小就爱捣鼓父亲的傻瓜式旁轴胶片

爵在决斗前别未婚妻伊琳娜之语。在中央戏剧学

机，初中时就开始用三星卡片机拍各种照片，然

院导演系 ２０１１ 级本科班毕业实习剧目《三姊妹》

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当时完全没有摄影概

中，王成阳是屠森巴赫的扮演者。他坦言：“俄

念。”正式走上摄影之路是在大一的时候，他买

罗斯最著名的两位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

了一台单反开始自学电影。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摄

基和梅耶荷德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版的《三姊妹》

影课，北大教授李道新的电影史课堂，线上线下

中同台飙戏，但是契诃夫本人看了他们演出依然

的摄影分享小组，各大摄影网站与器材论坛，都

委婉地表达了‘不甚满意’，导致后来很多大师

有着他的身影。不过他很谦虚：“都是些零零散

都不敢触碰这个剧本，我们班排演《三姊妹》的

散的知识，谈不上系统。”

难度可想而知。”

身为所在省的 ２０１３ 年文科状元，这个清新

在剧场排练时难免出现一些小失误。有一次，

帅气的男生有着缜密的理性思维，更有着仿佛与

王成阳饰演的屠森巴赫在舞台上弹错了曲子，导

生俱来的文艺气质。平时，沈桥比较喜欢看严肃

致演伊里娜的同学也跟着说错词，当时的演出风

电影和作者电影，也会对着豆瓣上的电影豆列刷

格由浪漫抒情变成了轻松幽默。他评价说：“在

片，偶尔也拉拉片。除了旁听学校里的电影课以

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觉得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外，他还会去图书馆充电。提到图书馆里的书，

如果满分是 １０ 分的话，我给我的毕业大戏演出打

他用的量词是“墙”，看起书来都是一墙一墙地刷，

８．５ 分。”

“图书馆里的一墙摄影书看了大半，还有两墙关
于电影的书在刷。”

舞台上无穷的魅力深深吸引着王成阳。谈到
主演舞台剧《战马》中文版时他回忆：“在《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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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演出谢幕的时候，我很享受台下观众的掌

理的想象：房子倒塌了，森林也开始荒芜，心灵

声和欢呼声，那一刻你觉得你在台上所付出的一

却生出了翅膀，飞向那无限向往的地方。”

切都是有意义的，舞台上的每一刻都在绽放着生

今年刚毕业的王成阳在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史

命，让更多人能看到你，感受到你对生活的热诚。

诗级巨制《战马》中文版中饰演男一号艾尔伯特，

演员天生就是敢于把自己的灵魂坦然地展露在观

“我觉得还是先从演员开始做起，毕竟不是每一

众面前的人。”

个刚毕业的学生都有机会独立拍摄短片或导演一

小时候王成阳就和电影结下不解之缘，１３ 岁

部舞台剧。”演出之余他在写一个短篇的故事梗

时因主演电影《棋王和他的儿子》中刘小川一角

概，讲述一个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和儿子之间的

获得第 ３６ 届国际艾美奖最佳男演员提名，是当

亲情冷暖，之后会形成剧本，但真正拍摄还需要

时历史上最年轻的影帝提名人。之后他主演电影

筹备很多东西。他很期待志同道合的电影人加入，

《星海》中的冼星海、电影《雨中的树》中人民

组建起自己的团队。”

公仆李林森的儿子李东阳等角色，但 １６ 岁报考中

身兼演员与导演的王成阳年轻而执著，游刃

戏时他却选择了导演系。“能考上导演系是一个

有余的漫步在舞台与光影之间。他认为“电影是

美丽的意外。这么说吧，假如演员是弹奏一曲美

通往天堂大门的一条小路”，在这条小路上前行

妙交响乐的乐器的话，那么导演便是这出交响乐

并享受着。他既是弹奏一曲美妙交响乐的乐手，

的指挥，我更想做那个指挥。”

也是指挥激昂交响乐的指挥。“我一直想通过演

在中戏导演系本科四年的学习中，王成阳感
触最深的是导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三句话。第一句

艺事业让更多的人看到神在我身上做的工，荣耀
神的名”。王成阳结语如此。

是一定要咬住不放松。第二句是导演要万箭穿心
而不倒。第三句是你要深深地爱着戏剧和你做的

打破表象，走进生活

每一件事。如同他的导师姜涛老师在《三姊妹》

“我们希望这部影片不仅仅是一部剧情紧

演出期间的一篇文章中写到的那样：“希望朋友

凑、戏剧性强、视觉华丽的纯粹的商业电影，不

们能够从演出中感受到我们心中那充满诗情与哲

仅仅是去讲述可以发生在任何年代和地域的英雄
人物的爱恨情仇。我们希望
它能够传递更多的社会和文
化洞见，不仅仅是呼应和加
固我们对于异文化的传统认
知。”
一 僧、 一 寺、 一 座 山、
一群人……跳出之前独立制
作的纪录片创作方式，《喜
马拉雅天梯》采取商业制作
的 模 式， 历 时 四 年， 斥 资
一千三百万，将镜头对准在
西藏登山学校学习的牧民孩
子，向观影者展示了这个特
殊人群的生存现状，也揭示

话剧《战马》剧照（由王成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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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天梯》

《喜马拉雅天梯》拍摄现场

之间的种种矛盾与挣扎。

域文化，挖掘出影片的内涵价值。
《喜马拉雅天梯》

“山是什么？登山对于不同的人群有什么特

特地邀请了以扎西旺加为代表的藏族摄影团队。

殊含义？”作为《喜马拉雅天梯》的导演之一，

就如梁君健自己所说：“由于自身就处在西藏从

也作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老师，梁君健

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剧变的社会语境中，藏族的创

不断询问自己……

作者们对于本民族的当下和未来有长期的思考，

无论是在学习登山之余自己经营着酒吧的第
六批学员索多；还是在 ８８４８ 冲顶路程中冒着生

从而成为了影片能够抵达拍摄对象内心深处的坚
实保障，提供了文化深描的可能性。”

命危险将自己的氧气罩让给女队员的老师；或是

广阔的风景，神秘的宗教，各种神奇的高海

由于父母的担忧不得不放弃登山学习的男孩小尼

拔动植物……打破表象，走进生活。抛开基本的

泊尔……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选择，在梁君健看

拍摄对象和故事链条，梁君健最想传达的便是一

来都是有迹可循的。之前的一些刻板印象祛魅之

份对于社会的核心关切，即西藏的现代化如何与

后，一个很简单却常常容易被忽视的问题重新浮

自身传统发生关联。

现出来：生计。
对于山地来说，登山者更像是过客，而修行

“主流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是社会责任感，
从事媒体行业，要不断突破自己的想象，积极地

者和附近的村民则是本地人。面对登山向导这一

通过与社会互动的方式寻找理解和改变的途径。”

职业，面对居住在珠峰山脚的居民，梁君健知道，

无论是在日常教学当中，还是执导拍摄纪录片，

他们要拍的绝不是登山指南那么简单。他们要做

梁君健始终坚信“面向主流，培养高手”这一理念，

的不仅仅是拍摄登山者，更要关注这里的“原住

从生活出发，不断寻求突破。

民”，把他们的视角和行动作为影片的重要组成
部分。
“在西藏这样一个农牧业为主的社会里，生
活依然艰难，而珠峰，对这些年轻的藏族孩子而言，

从来没有想过最后会把这个故事变成一部影
片送给你，希望你喜欢这个偶然的意外与惊喜所
带来的感动与感同身受。
一开始就打算把故事拍成一个影片送给你，

如同一个承诺，依靠攀登珠峰，他们有可能在读

这里有我全部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执着过的

书升学之外找到一条离开这种艰辛生活的路径。”

时光，毫无保留……

为了在讲述精彩故事的同时有深度地展示地

（本文转载自《清新时报》２０１５年 １０月 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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