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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帧画格里都浸润着他丹心如炽的“共和国情结”
——深情缅怀中国电影第四代导演李前宽 □黄式宪

追 忆

许莹：是什么契机接到了《我在他乡挺好

的》这个项目？你们二位有北漂经历吗？生活

中的哪些细节为这部剧的创作提供了灵感？

虢爽：我和另一位编剧孙麒珺都是东北

人。去年年底，疫情原因她待在老家，我在北

京，电话闲聊时，我们说到家乡的变化和彼此

在北京十来年的状态，发现完全可以从切身

感受出发来做这样一部剧。恰好平台和制片

方也有做这样一个故事的需求，一拍即合。

创作灵感主要来自于我们对北京这座城

市的想法。在过去的北漂经历中，我们无数次

问过自己，为什么要留在这，为什么遇到困难

我们还不走？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北京这座

城市足够包容，无论是价值观、生活态度还是

其他方面，它允许多样化的存在。正如剧中台

词所讲，我喜欢北京，因为它够大够包容，如果

你才华横溢，你可以功成名就；如果你很平凡

但是你又努力，也能小富即安；如果你什么也

没有，你就努力踏实肯干，也能有立足之地。

李漠：芒果季风做季风发布时找到我，聊

了一些后续项目，其中就有《我在他乡挺好

的》。刚看到这部剧的故事大纲时我很受触

动，其中最打动我的就是剧中每集结尾处的

旁白，那些旁白是在大纲阶段就有的。在前期

策划时，我们希望讲述一个有话题性、有针对

方向的故事。无论是聊安全感、家乡，还是对

于如何舍弃过去、如何释怀等问题的思考，这

些都让我有话想说，最为难得的是，在一部剧

的篇幅中来集中探讨当代年轻人的价值观和

行为方式，这是我个人非常想要去做的。

我是青岛人，在北京生活了22年，应该

说北漂经历是我人生中的大部分经历。这部

剧在细节上的控制和设定，都有我、编剧和演

员的生活投影在其中。拿我个人举例，例如第

二集中苏晴偷了乔夕辰的文件，乔夕辰追上

前向苏晴质问，追的过程中乔夕辰接到一通

推销电话，乔夕辰说没钱不买。这通电话是我

现场临时加的，实拍时需要有一个理由让她

停下来。生活中我也时常接到推销电话，心情

不好的时候接到还挺不耐烦的。编剧给我们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剧本基础，细节和戏剧

任务交代得非常清楚，也是因为看到了和编

剧在表达思路上的一致，我才敢于在现场实

拍时做一些适度的创作发挥。

许莹：全剧 12 集、每集 70 分钟的呈现方

式，在创作时与传统电视剧有哪些不同？

李漠：这样的片长和体量对于我而言是非

常开心兴奋的，因为我可以不按照常规的方式

讲故事，可以在70分钟单集时长里做故事结

构，可以运用插叙、倒叙、多线叙事、非线性剪

辑等相对多样的电影化手法。常规电视剧中更

多还是线性的平铺直叙，我们在这部剧中用了

很多主观视角，并且让不同主观视角相互穿

插。例如在第十集后半段三个人吵架的部分，

许言刷单被骗钱、苗苗要跳楼、纪南嘉要借精

生子，这三条线如果单看节奏并不太好，平铺

直叙的话其中有重复的内容，所以我用平行蒙

太奇的方式把这三场戏剪在了一起，让三种情

绪拧成一股绳。而且这个体量赋予全剧一些单

元剧的气质，我们这个剧虽然不是单元剧，每

集还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故事，但是每集的主

题和偏重的点是有所不同的。

许莹：近年来都市情感剧的地域叙事多

集中于上海，该剧在抓住北京地域气质方面

有怎样的考量？

虢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

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色。在北京漂泊

的人遇到的问题可能和上海截然不同。比如

同样是租房，北京租房族遇到的问题是房价

波动导致的不稳定性，在过去的七八年里房

价是有一个大的跃升的，我个人经历过在同

一个小区同一年内搬了4次家，原因都是房

东着急卖房。但如果置换到上海，上海租房遇

到的问题可能不是这种临时变动，而是其他

一些问题。我认为城市不同，大家遇到的问题

还是有差别的，我们更想在这部剧里表现在

北京漂泊的人的状态。

李漠：北京的城市气质是无法用一部戏

说明白的，我觉得我们能呈现的只是北京的

一角、一个圈层的气质。事实上，翠微路的军

区大院、中关村的IT公司、学院路的高校等，

他们人口组成结构、生活背景等都不一样。我

们努力在这部剧人物设计时给予明确坐标：

例如乔夕辰第一个公司在望京，第一个房子

是在将台路的老房子，第二个房子就搬到了

后沙峪；许言的公司在丰台，她住的地方更靠

近六里桥；沈子畅家也是在丰台和西城交界

的地方……在我们的设定中，有明确的地理

位置坐标，包括每天上班坐什么车、乘哪趟地

铁、路过哪里，有时候出于场景考虑可能不会

严格按照地域去拍，但是在设计伊始我们是

把重要的两点一线的点都设计清楚了。当然

这也不是北京的全貌，只是北京的一小部分。

许莹：除了刚才二位谈到的北漂眼中的

北京，剧中也有对老北京人的呈现，他们也有

自己的苦恼，比如沈子畅和父母在婚房这一

问题上的焦虑：新房买不起，旧房不敢卖。其

实没有谁是容易的，大家都有不同的烦恼。

李漠：外地人对北京人有一种误读。我们

拍的是普通人的故事，事实上北京人也是普

通人，他们也不一定都能赶上某些致富的大

潮。沈子畅的父母其实也不是纯粹的北京人，

他爸是北京人，他妈是上海或江浙一带的人，

我们也想表达选择离开他乡在北京生活不是

这代人才有的事，在上一代人中就有。有意思

的是，沈子畅的父母就是同沈子畅和许言的

结合一样，一个北京人一个外地人，妈妈走到

今天也有她的心态变化。

许莹：与一般都市剧在作品中一味贩卖

焦虑不同，它也有治愈系的一面。请谈一谈创

作时在这方面的思考。

虢爽：这是从一开始就定下来的风格走

向，我们不想卖惨，也不想贩卖焦虑。我们希望

看到这部剧的人不只是颓、不只是丧，他在和

剧中人物产生共鸣的同时，能够感受到一些前

行的力量，给大家一些鼓励。无论是影像风格

还是演员表演，剧本中温暖细节的设置都得到

了较好呈现。

李漠：它是一个生活逻辑，生活中总会经

历不好的事情，甚至有时总也不顺畅，人们容

易产生自我怀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不适合、

我是不是有问题，但是其实这是“盲人摸象”

的一种想法。我特别想通过这部剧告诉大家，

生活给你带来多少困难，就会给你带来多少

快乐和成功。

在北京打拼确实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

但我们想要给大家鼓鼓劲儿。治愈这件事，是

从一开始就想要传达的，整个故事也是沿着

晶晶的死这条线发展的。

许莹：说到晶晶的死，对于其死因的调查

贯穿全剧，但它并没有像悬疑剧那样去表

现，而是仍旧包裹着家庭伦理、日常生活的

气息。在剧作中将胡晶晶的死因贯穿全剧的

意图何在？

虢爽：最开始我们是想把胡晶晶做成功

能性人物，由于她的死引发了三条人物故事

线的展开，后面我们在慢慢推导胡晶晶这个

人物的死因时，发现如果只是功能性人物会

比较可惜，晶晶的“小太阳”性格对我们很有

触动：人前开心，人后默默消解自己所有的压

力，从来不麻烦朋友。可能我们身边都有像胡

晶晶这样的“树洞”朋友，但是并没有给予她

很多关注。创作时我们渐渐倾向于像剧中另

外三个人物一样，对胡晶晶抱有一些愧疚：为

什么我们没有及早发现她的问题，没有珍惜

这样一个朋友。最后完整呈现出来这个人物

时，我们认为她一定要是这四个人物的其中

一个，而不能只是一个功能性人物了。平台对

我们前面的意见是，作为生活流的现实题材

电视剧，它可能缺少一个强有力的、让观众看

下去的戏剧钩子，我们发现可以把晶晶的死

作为戏剧钩子，从头到尾钩住观众，最后就呈

现出这样一个结果。

许莹：我也关注到网上有两种声音，一种

是夸大卖惨，另一种是共鸣共情。

虢爽：我们的立意绝不是卖惨。前面几集

可能集中呈现了一些问题，包括胡晶晶的死，

可能会让大家觉得特别惨。其实我们剧中呈

现的一些矛盾、事件和真实的生活相比，程度

上是相对收敛和减轻的，生活中可能更狗血、

更无法让人接受。共情这个东西，需要看的观

众对剧中的人和事有一定的经历和理解，如

果它没有这种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法达

到共情的。我也看到一些评论，说陆以宁工作

到最后一刻才去生孩子，就不能踏踏实实去

生孩子吗？但是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样的女

性在职场生涯中，必须拼到最后一刻，否则职

位就没了。有一个网友的留言给我的触动很

大，她说：“我觉得说这部剧悬浮的人比较幸

福，因为他们在生活中没有遭遇过这样的事

情。”

许莹：高品质细节积累的量变造成叙事

力量的质变，这是该剧最被称赞的地方。比如

乔夕辰在走廊靠窗回忆一场戏，走廊灯光的

关闭完美实现了心理空间的转场；乔夕辰急

性阑尾炎突发，剧作选择用切除阑尾来暗喻

其对待前男友的态度：在身体里留着也没用，

索性割了……诸如此类细节的匠心呈现在剧

中还有很多。请谈一谈在具体细节处理方面

的思考。

虢爽：闲笔不闲，细节是表现人物的重要

方式。看似无关痛痒的细节，但正是这些细节

堆积出了真实的环境，才会让剧中人物真实

可信，从而把观众带入到戏剧情境中来。相比

于强情节的架构，我们把更多心思都放在了

细节的堆叠和您说的一些隐喻暗喻的处理

上。比如简亦繁出场的时候，苗苗说他是老韩

总不知道从哪个山沟挖出来的，这其实和简

亦繁最后的结局有关系，比起大都市的生活，

他更喜欢山水田园一样的人生，所以最后他

是去云南种咖啡了。还有他进办公室带了一

盆桔梗花，花语是真诚不变的爱，也是因为他

之后会和乔夕辰有感情线才埋了这个点。包

括胡晶晶的手机壳、饭店的花、最后乔夕辰在

停尸间戴在她手上的生日礼物手链，都是向

日葵，这也暗喻了胡晶晶的人物性格。

李漠：我认为，人物的行为要有生活逻

辑。在细节的呈现方面，我们会从生活角度出

发去验证这样的行为和反映是否符合生活

逻辑。

许莹：以女性群像为主体的都市情感剧，

往往会陷入“没有男性”的弊病，不是说真的

没有男性，而是说剧中的男性大都是作为功

能性人物出现，而且惯常制造出一种性别冲

突乃至对立的姿态。这部剧中的两性没有落

入二元对立的窠臼，我们会看到简亦繁也好、

沈子畅也好、欧阳也好，他们身上都有值得对

方爱与信任的品质。

虢爽：我们当时的定位并不是女性群像

剧，而是在外漂泊的这一群人，有男也有女。

剧里的男性形象并不是依附女性角色而存在

的，他们也代表了在异乡漂泊的一部分群体，

比如简亦繁是大家羡慕的北京人，实际上他

是在深圳长大的；沈子畅是地地道道的北京

人，但也有他的生活困境；欧阳从国外留学回

来，他对北京的热爱是真挚的；林睿留学归国

后意气风发，但是回来后发现自己的状态与

国内毕业的同学有很大不同。在他们身上也

承载了很多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我本人并

不赞成男女对立，问题出来后不能第一时间

归结到性别问题上，它一定有其他更复杂、更

深层的原因存在，因而我也不倾向在剧中构

建性别的对立，我更关注的是剧中每一个具

体的人。在性别建构方面，这部剧里我们也有

意做了些平衡，比如所谓负面人物，卢以宁、

苗苗、苏晴这些女性负面人物的设置考虑到

了要和林睿这一男性负面人物做平衡。

许莹：演员对角色的诠释你们还满意吗？

虢爽：我真心觉得这部剧的演员很棒，选

演员的时候确实有不顺畅的地方，最终能和

她们合作我觉得很幸运。像孙千饰演的许言

这个角色，上升期的演员都不太乐意演这个

角色，因为这个角色确实有她负面的地方，可

能会遭到观众的非议。演员们很精准地抓住

了人物的特点，她们还有很多自己的发挥。像

任素汐会对我们的台词做一些前后语序和表

达上的调整，最后她讲出来的话就会很流畅、

很生活。她们也对人物有一些自己的理解和

设计，例如周雨彤在天台上说，晶晶你疼不疼

啊，这是她有感而发，现场即兴发挥加的。金

靖也是，她有很多场戏拍完都从情绪里走不

出来。十二集最后有一个她向大家告别的蒙

太奇镜头，导演发给我监视器里的小视频看，

虽然没有任何声音，只能看到夕阳下的回眸

一笑，但我当时真的差点哭了。

李漠：能遇到这些演员是我的幸运。所有

技术手段都像是包装礼物的包装盒，故事、情

感、情绪是需要演员来表现的，这才是礼物本

身。选角时我们最先定的是金靖，她是喜剧演员

出身，生活中却很内向，这样的两面性在晶晶这

个人物身上体现得很明显。我一直想要和周雨

彤合作，她有很多神来之笔。任素汐只比我大一

天，我们有很多理念是相通的。孙千是我们都极

力推荐的演员，许言这个人设一开始会有点作，

最初会想找一个有些娇嗲的形象去演，但是后

来感觉这样会顺撇，会让许言这个人物变得更

讨厌，孙千这样一位大大咧咧的北方姑娘形象

可以把角色往回拽一拽。

许莹：这部剧的创作还有哪些遗憾？最后

想和一直支持喜爱这部剧的观众说些什么？

虢爽：剧作时间有一些仓促，里面有一些

人物和细节做得不是那么完美。比如许言这

个人物我们最终是做了翻转的，一开始她也

是一个单纯、没有过多世俗欲望的小姑娘，后

来她进入社会之后，周遭环境导致她价值观

出现偏差，包括她和沈子畅之间的一些戏，由

于时长原因这些东西被拿掉了，所以导致这

个人物的最终呈现是有一些缺失的。我希望

所有观众能像剧中人最后一样，发自肺腑地

能跟大家说一句:我在他乡挺好的！

李漠：我觉得后期上还有些遗憾，就像答

完题没有检查的时间，一些很小的、本来不该犯

的错可能没来得及改正。非常意外有这么多观

众关注这部剧，有肯定，也有鼓励。我们在给观

众加油鼓劲的同时，观众也在给我们加油鼓劲，

我们接下来的创作方向也会更加明确。

在新中国诞生的1949年，李前宽还处在

8岁的童稚之年，因受到父兄姐姐都热爱绘画

艺术的熏陶，自幼养成了两个兴趣点：爱画画

与泡电影院。好电影会多次连场观看。另一件

小事情，在父亲买给他的一块小黑板上，他画

的第一幅画就是天安门。这或许是命运的一种

预示与巧合吧！而他在中学时期的画，还曾参

加过在莫斯科和华沙举办的国际儿童画大赛。

时移世易，幸逢1959年国庆十周年，机

遇来了，他竟然独自从大连赶来北京电影学

院报考电影美术专业，母亲送他上路时，含着

泪，把手头仅有的几块钱都塞进他手里。而他

终于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以优异的成绩被

北电录取。他的志向是：努力拍好革命历史故

事和新中国的故事。如其自述：“为的是让我

们以一颗红旗下长大的赤子之心，为历史说

几句公道话，为社会主义电影画廊增添新形

象，以启迪人民更加热爱我们的伟大民族、更

加热爱我们的伟大国家。在这方面，我们有着

义不容辞的责任。”自打拍摄以描写淮海战役

序幕为背景的影片《佩剑将军》后，他就怀有

一个夙愿，即扛着摄影机继续拍下去，打过长

江，解放全中国，直至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

门前升起。

随后，他于1960年夏本科毕业，与肖桂云

双双被分配到长影，曾师从苏里、袁乃晨、赵心

水等前辈导演艺术家，继承了长影的革命艺术

传统并擅于在史诗性领域作出新的开拓。李前

宽和夫人肖桂云联手创作的宏大叙事系列作

品，以《开国大典》《决战之后》《重庆谈判》为代

表，其后还有《七七事变》《金戈铁马》《旭日惊

雷》《世纪之梦》等力作问世。他们一以贯之并

锐意进取的宏大叙事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充

沛着一种庄严的时代使命意识和责任感，自

觉、由衷地与时代同呼吸共脉搏。他们作为时

代的歌手，敢揽历史风云于电影镜头的聚焦点

上，或泼墨挥洒，大气若虹；或走笔细描，情酣

意畅。在艺术形象里吞吐着一种气势磅礴的历

史诗情，重构了新中国充盈着蓬勃生机的“当

代历史镜像”。在电影美学境界的追求上，则张

扬着一种丹心如炽的“共和国情结”，呈现出创

作者独有的历史胸襟和积健为雄、气吞山河的

中国风骨。与此同时，他还在富于时代内涵的

现实题材领域有创新影片问世，诸如写知青题

材的《甜女》，描写上海姑娘孟甜女在长白山插

队与朝鲜族恋人李华一起，艰苦努力，培育出

亩产千斤而耐寒的“白山七号”良种水稻；又

如，描述改革的春风吹拂到东北一个小镇榆树

屯的《田野又是青纱帐》等佳片力作。

前宽虽然驾鹤西去，而他在中国弘扬主旋

律电影创作上留给我们的珍贵启迪，则是具有

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的。

近日，由福建省妇联、福建省妇儿工

委与东南卫视联合创办的《悦读·家》迎来

收官。该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家风家

教指示精神为指引，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种子在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心中

生根发芽，激发全社会的阅读热情，推动

中华文化传承。行至第三季的《悦读·家》

在坚守创作初心的同时，通过创新内容与

形式，让家风建设、家国情怀的传递更具

时代感，为文化节目更好唱响红色主旋律

提供了有益借鉴。

小切口折射大主题，彰显百年党史中
的巾帼力量。《悦读·家》第三季的主题为

“百年奋斗路，巾帼她力量”，节目从女性

视角出发，把镜头对准百年福建妇运史中

一个个闪光的名字，用细腻的情感、丰富

的细节，讲述了她们在党的领导下，走出

小家庭，融入大时代，顽强拼搏、忘我奉献

的生动事迹。

“韭菜开花一杆心，割掉髻子当红军，

保佑红军万万岁，割掉髻子也甘心。”这首

90年前在福建宁化广为传唱的苏区红色

山歌，唱出了当年宁化妇女毅然剪发参军

的壮举，《悦读·家》第三季节目中，详细描

述了当年的情景。

从三明宁化、连城新泉到上杭才溪、

福安溪尾……节目重现了从闽西到闽东，

一批又一批福建女儿投身革命的辉煌历

史，见证了在福建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

展之下，福建女性的觉醒与自立；以及在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福建女性依然信念坚

定，为保护革命火种做出的巨大牺牲与贡

献。节目中新四军老战士尹峰大姐、新中

国成立后第一位女大学校长谢希德等一

批闽籍优秀妇女代表生动鲜活的事迹，从

一个侧面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

系，充分彰显百年党史中的巾帼力量。

个体命运观照时代变迁，人文情感触
摸家国情怀。《悦读·家》第三季收官之作

《不忘初心》讲述三位女共产党员的动人

故事，其中既有时代风采也有家国情怀。

2021年6月29日，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

表、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

区党委书记林丹被授予“七一勋章”，这份

沉甸甸的荣誉背后是林书记心系老百姓，

为民办实事的坚守。

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

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

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三次调研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向林丹提出的

问题。面对“三个如何”，脚踏实地做好社区每一项工

作，是林丹最大的心愿。从率先在社区推行“一趟不用

跑，最多跑一趟”服务，创新设立了每月一次的“居民恳谈

日”，到带领党员建立起“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社区服务

功能站，林丹以党建为引领，创新社区治理模式，把党的

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林丹也被居民们亲切地称为“小巷

总理”。

今年是闽宁对口帮扶协作25周年。1997年3月，肩

负着福建省委和省政府关于具体落实闽宁协作的任务，

林月婵第一次踏上了宁夏的土地。“一定要帮！”这是她

当时最坚定的想法。后来，林月婵在与40多位在宁夏的

闽商一位一位地交谈过后，福建宁夏扶贫企业家协会应

运而生，她成功调动起了市场的力量，让众多闽商一起参

与到闽宁协作中来。林月婵是当时福建省扶贫办主任，也

是热播剧《山海情》中吴月娟的原型人物，她用一代人的

时间，在闽宁两地的改天换地中结下了深厚的闽宁情。

主题人物化、人物故事化。在对人物过往典型事件的

表现上，《悦读·家》第三季采用了模拟再现等方式，深入

挖掘受访者的家庭、故事、情感，以及对阅读的见解，充分

展示其人物的闪光点，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既是文

学的世界，也是艺术的世界，更是精神的世界。这些世界

里有故事，有内容，有情感，有情怀，更有温度。正如此，才

越读越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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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他乡你在他乡，，还好吗还好吗？？

许莹（本报记者）
虢爽（《我在他乡挺好的》编剧）
李漠（《我在他乡挺好的》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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