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名状》到《画皮》
——黄岳泰的影像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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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 在中国电影工业逐渐成熟的进程中，隐藏在影像背后的资本力量将怎样影响摄影师的影像创作？
大片影像有其独特的艺术规律，它要以大资本为支撑，并从观众、市场和个人书写的角度上对大资本
负责。作为一名成长在香港商业体制下的杰出摄影师，黄岳泰在与内地深入合作拍摄《投名状》和《画
皮》的过程中，大胆颠覆内地既有的大片影像范式和类型范式，不强调个人风格，不把画面质数和统
一的风格放在第一位，他强调所有的画面构成要素要与演员和故事的心理情绪线索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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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画皮》成为一匹票房黑马，在突破两亿
元票房大关的同时，
也使得黄岳泰成为继《投名状》之后，
连续拍摄两部票房过两亿元影片的摄影师。
成长在香港商业电影体制下的黄岳泰，听到《画皮》
在票房上取得的辉煌战绩，显然比拿到人生中第七个香
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摄影奖的奖杯还要高兴。
“总算是给
了老板一个交代”
，在拍摄《画皮》的过程中，他和导
演陈嘉上面临来自投资方和发行方的压力是，尽量多拍
一些甄子丹功夫的镜头，尽量少一些文艺腔，现在请了
甄子丹拍了太多的文戏，性价比太低。
从《投名状》到《画皮》
，李连杰和甄子丹打得都
不够多，黄岳泰和导演一直面对着来自投资方和发行方
的追问，他们认为，动作和战争类型是影片能够过亿的
类型保证。而黄岳泰和陈可辛、陈嘉上的努力，就是尽
可能地打破这个真实的谎言。
黄岳泰在《画皮》中，颠覆了以往鬼片、恐怖片常
用的类型影像，用精致的油画质感，金色暖调强调凄美、
浪漫的爱情，摒弃为了营造恐怖气氛而大量使用的黑红
色调和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恐怖影像。这种创新获得了观
众的认可，使得国产电影的两亿元票房俱乐部中，增加
了“东方新魔幻”这一全新类型。
面对部分来自发行方和观众充分肯定《画皮》影像，
认为其制作水平超过《投名状》的评价，黄岳泰很无奈。
“
《画皮》虽然拍摄时间比较紧，但是拍得很舒服 ；
《投
名状》拍了四个半月，我瘦了十多公斤”
，黄岳泰说。
相对比《画皮》
，
《投名状》在影像上的颠覆性更加
彻底，无论是从商业电影投资方、发行方的角度，还是
从整个华语动作电影影像风格的角度考量，黄岳泰都走
得更远。他抛弃了传统香港电影动作影像的飘逸、华丽
的风格，用粗颗粒的古铜色调挑战观众心目中的“商业
大片”影像范式。
《投名状》为黄岳泰带来了人生中第七个香港电影
金像奖最佳摄影奖的奖杯，也使黄岳泰面临在影像风格
上最大的质疑——“灰头土脸脏兮兮”
，
“看不出两亿多
的大制作，钱究竟花在哪儿了？”
122

然而《投名状》在亚洲的票房就突破了三亿元。迄
今为止，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些看上去“灰头土脸”
的影像对最终的票房是否造成了必然的影响，然而令黄
岳泰沮丧的是，那些他千辛万苦，经过多次试验，在泰
国日以继夜调光调色，并用 1.5K 的格式输出到胶片上
得来，深得导演陈可辛嘉许的古铜色调、粗颗粒感的写
实影像，在之后发行的欧美版中，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按照好莱坞大片的影像格局，全片进行了重新的调光调
色，所有颠覆性的影像质感，都重新回到了起点。
“钱究竟花在哪里了？”这是《投名状》之后，黄
岳泰在进行《画皮》的创作之前所有影像风格的出发点，
他说，
“我必须让影像给投资方、发行方、观众一个解释，
这些钱看上去是这样花掉的，观众花钱看到这样的影像，
值”
。而《画皮》票房奇迹般地突破两亿元，和精致的
影像风格之间，无疑存在某种程度的暗合关系。

一、影像博弈 ：商业与艺术的化学反应
导演郑洞天对《投名状》的评价是 ：
“一个好几亿
的片子居然还敢拍得灰头土脸，真是有气魄。一般来说，
文艺片导演，真实感是不愿意舍掉的，但是对于商业大
片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因为观众要看视觉奇观，不太
管你真实不真实。
”他以徐克导演的《七剑》为例，
“当年，
人们看《七剑》的时候，有个笑话，就是观众走出电影
院后，都掸身上的土，因为电影里灰太大，太灰头土脸
了”
。
这正如黄岳泰在《投名状》中面临的影像困局。从
艺术创作的角度上看，古铜色，颗粒感，随着人物命运
渐变的色彩结构，无限贴近陈可辛导演要求的真实美学。
从一个影像作者的角度而言，这种在否定基础上的创新，
也获得了业界专家的认可，
“金像奖”最佳摄影奖就是
证明。
或许，正如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摄影奖的得主康拉
德·霍尔谈及其拍摄的《蝗虫之日》时所说，
“对我而
言，最好的说故事方式就是和‘绝望的氛围一致’
，然而，
如果你要这么做，多少得设法在票房上让绝望看起来更

悦人些”
。
从《投名状》到《画皮》
，黄岳泰面对的正是这种
忠实于影片的故事内核还是“设法在票房上让绝望看上
去悦人些”的创作困境，这种困境的幕后黑手是在中国
电影工业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影像创作生产背后越来越
浓烈的资本属性。
《画皮》影像的诞生，从某种程度上
是影像向资本妥协的产物，同时也是在妥协的过程中，
寻求影像风格创新最佳结合点的产物。
这种资本属性在中国式“大片”的创作初期，对
视觉创作的绑架基本上体现为近几年饱受诟病和争议的
“奇观”影像。
1. 视觉冲击的迷途
学者戴锦华指出，
“奇观式电影的逻辑与全球化时
代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高度吻合，大片的宣传和
观众在影院中获得的满足，来自于成千吨的铜液、无以
计数的菊花、炼钢炉里多少吨炉灰制作出来的铠甲等。
电影仍在，艺术却不在了。电影成了资本的独舞”
。
在她看来，中国观众集体欣赏的这些大片，唯一的
共同特征就是奇观文化。
“观众进入影院是被铺天盖地
的广告所驱使，看到的也是被巨额金钱堆砌出来的奇观。
我和很多朋友的共同感觉是，到影院看大片总体效果不
错，视听感受非常强烈丰富，但当我们走出影院，却突
然发现一片空白，有一点被欺骗的感觉。
”
视觉冲击力本没有错，关键是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
电影故事、电影情感和电影意义。曾几何时，古装电影
的视觉奇观一度成为国内外舆论津津乐道的话题，古代
宫殿和室内布局极尽奢华，自然空间瑰丽壮观，演员服
装制作精美，对于种种细节和场面的渲染与铺排更是痛
下血本，不遗余力，而忽视了影片真实的精神价值和人
性内涵。
为了吸引观众走进影院，将较多笔墨放在画面的震
惊感和特殊效果感，给观众以短暂的快感、直接的刺激，
是电影工业和电影资本的初级阶段。
《投名状》
《集结号》
、
的诞生，宣告了导演团体对“影像和故事的不均衡”现
象的重视和反思，并用作品呈现了自己的影像美学宣言。
2. 对资本负责的大片影像
然而，被资本绑架的大片影像又必然有其独特的艺
术规律，它必然要以大资本所支撑，并从观众和市场的
角度上，对大资本负责。
从 2008 年的影像创作生产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
趋势，虽然影片的类型不同，但在影像风格的处理和视
听语言的运用上都力求精致。无论是吴宇森导演的战争
巨制《赤壁》
、陈凯歌导演的人物传记片《梅兰芳》
，还
是冯小刚导演的贺岁喜剧片《非诚勿扰》
，在影像造型
语言上都呈现出更加内敛和贴近叙事的气质。
在日益成熟的中国电影工业背景下，影像创作和生
产必然要带着资本镣铐前行。只有商业没有艺术或者只
有艺术没有商业的影像都将接受资本、市场和口碑的洗
礼。尽管商业体制里的电影运作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导演
和摄影师个人艺术观展示的空间，但是优秀的影像作品

必然要在顺应观众视觉思维和审美取向的同时，对观众
有所引导。借用学者尹鸿的话，
“中国电影工业最需要
的是资本与艺术的化学反应，中国摄影师最需要的是找
到创作和市场的最佳结合点”
。
3. 大观至微的视觉营造
黄岳泰在影片《投名状》中，最成功的影像魅力来
自于对大场面摄影的独到理解和影像呈现。他并没有为
影像而影像，为奇观而奇观，而是始终把摄影机对准大
场面里人的真实反应，不仅仅是拍摄，而是主动捕捉，
甚至摄影机的运动和视线就是其中的一个人在战场上的
命运。
学者尹鸿说在探讨《投名状》时，用《满城尽带黄
金甲》举例，他说，
“
《满城尽带黄金甲》死这么多人，
但是它没有质感，没有震撼力。
《投名状》打斗的规模
没有这么大，但是每一个镜头都有震撼。
《满城尽带黄
金甲》那种拍法，规模很大，但是每个镜头你都看不到
东西”
。
大场面文戏化拍摄是《投名状》的独特处理，也
是导演和整个团队的创作初衷。影片在拍摄过程中，并
没有像其他导演对武戏的处理——直接交给动作导演拍
摄，而是根据文戏的思路，认真为武戏写剧本。在攻打
舒城那场戏中，剧本写了三十几遍，比文戏还要长。在
截军粮这场戏中，兵什么时候冲出去，冲到哪里，说什
么样的台词，他们之间的人物关系是什么，怎么去救，
救到什么程度，都写了出来。
相较之以往对大场面视觉冲击力的强调——多用全
景、俯拍和广角镜头表现恢弘的气势，在影片《投名状》
中，为了突出人物，突出细节，突出情绪，黄岳泰使用
了大量的特写，经常围着一两百人拍特写，用八台机器
捕捉这些丰富的细节，不仅使得大场面的呈现更加生动，
而且使视听语言更加富有节奏。
对于生动的细节，黄岳泰也会反其道而行之，用拍
摄大场面的力气去拍摄。影片《画皮》中对小唯命运的
最终结局，变成狐狸的展示，用了一个从十米的高空摇
下的镜头体现。狐狸作为摄制组拍摄的最后一个镜头，
本可以用固定镜头体现，这样可以避免镜头落下而动物
已经跑出焦点之外的麻烦，而黄岳泰大费周章地调用摇
臂，并且给狐狸找了一个高台落脚点，防止其在拍摄过
程中溜走。
这是让黄岳泰想了十天才设计出的一个镜头，在临
近杀青的十天内，他一直在想怎样才能从悬棺大战中切
到这只狐狸的镜头，最后终于找到这个可以控制狐狸移
动范围的机位，而且对拍摄做了非常细致的要求，
“镜
头的感觉是给它看到一个庞大的手臂在它面前降下来，
我要它的眼睛在动，这样画面就活了，但难度挺大的”
。
事实也证明，这个镜头，成为电影院里最让女孩子尖叫
的镜头之一。

二、风格迷局 ：团队与个人的创意书写
黄岳泰是一个非常职业的摄影师，从 1976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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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电影长片超过 120 部，32 年的从影经历，近二十
个大大小小的摄影奖项，但是在这些影像的背后，黄岳
泰的个人风格却犹如雾里看花。他说，
“这么多年我都
不主张摄影师有太强的个人风格。风格一定要、一定会
从影片本身走出来，不同的组合——演员、美术、摄影、
导演，会出来不同的风格”
。
1. 你永远不懂我风格
黄岳泰坚持一部电影影像风格的确立，摄影师并不
是第一主角。
“我不是这部电影最早埋位的人，没有一
个摄影师是最早埋位的人。我肯定是要拍一部导演的电
影，而不是我的电影。确定影像风格首先是要了解剧情
有多少，其次是要了解导演的思维有多少，他的价值观
是怎样的，同一个剧本不同的导演会拍出不同的感觉。
”
陈可辛在《投名状》中坚持要真实的历史感和时代
感，黄岳泰给出了古铜色、粗颗粒、相对工整构图，色
彩随着三兄弟情绪变化而变化，凸显了人物的欲望和命
运走向的视觉风格呈现。在《画皮》中，陈嘉上要求拍
一个不一样的“鬼片”
，黄岳泰用金色暖调、油画质感、
没有水平的倾斜构图强调凄美的爱情和人与人之间、人
与妖之间微妙的信任关系。黄岳泰最终担当的并不是一
位个人写作者，而是帮助导演从影像视角讲故事的人。
黄岳泰不喜欢被贴上某种风格的摄影标签，尽管他
在多部影片中塑造过非常美丽的角色和优美的画面，但
他认为电影摄影并不一定要漂亮，最主要是能配合剧情，
加强剧情的张力，甚至完全感觉不到里面有什么摄影风
格。这对目前国内一些凌驾于故事之上，分散故事的焦
点，刻意卖弄技巧的影像作者，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2. 影像与角色的高度契合
黄岳泰的视觉创作是感觉的艺术，更是人的艺术。
其创作设计更多从人的角度来思考，这也成为他的最大
优点——镜头总是和演员的表演最大程度地契合。
正如已故电影大师谢晋所说，
“我所抱持的电影美
学观点是，一部好电影最重要的是人物能引发观众很大
的回响”
。黄岳泰从摄影机器和胶片的选择，演员肤色
的表现，现场机位的架构、灯光色彩色调的运用、拍摄
的流程都尽可能地给演员的表演提供更大的空间，无限
靠近最适合故事的角色。
《投名状》和《画皮》各走向一个极端，
《投名状》
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男人戏，陈可辛试图从“投名状”切
入讲述不同层面的人性构成以及人性黑白之间灰的层
面，黄岳泰把三兄弟的肤色加入了红色，既代表了男人
的血性也凸显了男人的欲望，人物的脸庞，皮肤的质感
可以从古铜色的整体色调中跳脱出来，布光用的是比较
硬朗的手法，力求重现战争中的痛苦人生 ；
《画皮》的
重点是周迅、赵薇、孙俪饰演的三个女人，黄岳泰在国
内第一次使用 panavision 摄影机来拍摄。此摄影机镜头
比较锐利，但是又不会太硬，可以清晰地表现女性的头
发，但是又不至于可以清晰地看清面部的毛孔 ；用最柔
和的光源来细致处理三位女性的皮肤质感，光源用到最
大，然后用 4×4 或者 6×6 的柔光纸，使得人物面光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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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细腻。
《画皮》
的整体色调在数字中间片中加入粉色调，
一方面有助于女演员的肤色处理 ；另外，由于《画皮》
使用的汉代时代背景颜色比较深，加入粉色之后也使得
颜色不会特别硬。不过，黄岳泰表示由于影片着急首映
的原因，粉色调在影片中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最好效果，
色调经过数字中间片处理，转为胶片的时候，还需要更
好的控制。
黄岳泰为了帮助演员表演有自己的拍摄流程（演员
到了现场不化妆、梳头，先来排戏），黄岳泰一般没有分
镜头脚本，他会在排戏过程中感受演员的表演，并和演
员沟通镜头机位，然后趁着演员化妆的时间迅速布光。
黄岳泰在布光上并非只为画面效果考虑，给予演员
更多的表演空间亦是他非常强调的部分。把光布好后，
黄岳泰会非常认真地观察演员演戏，并且根据演员走位
告诉演员最佳的角度和位置。
很多时候，黄岳泰会用不同风格的构图帮助演员表
演，
“我经常在现场走来走去，就是想找一个最佳的构
图，既达到我的要求，也不会给演员的表演带来很多限
制”
。为了在《画皮》中更好地表现周迅人妖不同的层次，
在别人怀疑她是不是妖的时候，用倾斜构图来强调周迅
饰演小唯亦真亦假的戏剧张力。拍过多部动作电影的黄
岳泰亦用构图弥补周迅缺少打戏经验的不足。
“因为周
迅没有拍过动作戏，个子不高，给她很多动作的话不太
适合，但又要表现她的厉害”
，黄岳泰说，
“打的时候我
们要特别照顾她，因为她也不是很粗壮，要出来那种很
漂亮很厉害的感觉，会在动作构图方面特别用心去迁就
她，在格数调整上迁就她，比如她转身要 21 格，减几格，
就会有很飘逸的美感，招式也会让人感觉很残酷”
。
3. 运动与心理情绪的高度契合
黄岳泰没有读过高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还有一
些阅读障碍，主要是因为他看到的所有文字几乎都在脑
海里转变成了图像，有时候，短短几十个字他会看上大
半天。然而，
每一场戏，
他都会牢牢记住演员的全部对白，
根据演员的对白节奏和心理节奏，让运动摄影机的运动
方式复杂而又细腻。
“拍动作片并不难，你镜头跟得到动作就可以了，
但拍文艺片，你的镜头为什么要动，什么时候动，动的
速度应该怎样，都要符合剧情需要和人物性格。
”注重
摄影机对角色的塑造和表演是黄岳泰获得七届香港电影
金像奖最佳摄影奖的关键所在。
“拍文戏的时候，什么
时候运动，什么时候停止，剧本和导演的意图是什么，
表达事件的发生，还是人物性格的流露都要求摄影师真
正理解，是主观还是客观的表达，关乎你镜头的运动和
构图。
”黄岳泰学过功夫，他的成名作《少林三十六房》
已经把摄影机运动契机和功夫结合得非常巧妙，然而这
七次获奖的作品都和动作摄影无关。这是对黄岳泰用摄
影机表现剧情、表现人物的最高奖赏。
黄岳泰用摄影机给演员的表演搭建空间，他不希望
因为摄影机的关系而常常打断演员，以保证演员的表演
相对完整，情绪流畅。黄岳泰记得《画皮》中每一个演

员流泪的镜头，为了保证拍摄的效果，他总是亲自执掌
机器，
“这次很多演员都是第一次合作，大家都在努力
去塑造角色，这给了我很大压力。所以我一定要拍好，
不能等演员哭完了，却因为我们机器不行，要重新来过”
。
黄岳泰镜头使用以演员的表演为准绳，为了画面的
生动以及能够及时捕捉到演员精准的反应镜头，他并不
把画面的质数放在第一位，
大量使用变焦镜头。除了《投
名状》中固定镜头的使用，在其他作品中，很少摆定机
位拍摄，他大量使用运动镜头，被同行称为最疯狂的运
动镜头使用者。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习惯把机器放
在一个小摇臂上，演员万一走位不准确，可以通过移动
镜头及时补救。
在拍摄《画皮》赵薇饰演的王夫人服毒的一场戏中，
黄岳泰为了得到赵薇冲出院子，家丁们惊吓的反应更具
有真实效果，他追求一种没有刻意安排的感觉，在完全
没有排演的情况下进行拍摄。掌机担心跟丢镜头，他说，
“跟不到跟着摇回去更好，就是要表现赵薇的恐惧，每
一个人都是很恐惧的感觉。安排好的戏，赵薇的走位，
家丁的反应什么的，我不要这个”
。斯坦尼康根据赵薇
的反应，围绕赵薇旋转抓拍表情和动作。
“摄影机围绕
她转了七八圈，控制起来很难”
，然而，黄岳泰对这场
没有一场完整构图的戏很得意。
“我相信没有人会故意
用斯坦尼康制造一种不稳定感，电影的摄影不一定要漂
亮的，有不漂亮的东西来衬托来配合，才能反映到好的
东西上来。
”
值得一提的是，当演员情绪在巅峰状态时，黄岳泰
反而会采用节制的镜头处理方式，如《画皮》中小唯诱
惑王生被蜥蜴精打断后，小唯与蜥蜴精发生激烈的争吵，
这时黄岳泰采用了固定镜头和全景的构图，也未做分切
镜头处理，使得这场戏的情绪饱满、连贯，这也从另一
方面验证了黄岳泰对演员表演的重视程度。

三、色调线索 ：主观色彩的隐喻和明喻
黄岳泰在《投名状》拍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渐
变强化式的色彩色调表达创作者和剧中人的主观心理和
内心情感，把色彩色调当做剧中的重要角色加以主观化
处理，并形成了独特的视觉节奏，如同影片《香水》中，
以纯粹的冷色调开始，随着格雷诺耶发现越来越多的气
味，色调变得温暖明亮。遗憾的是，影片由初剪完成的
150 分钟剪到了 105 分钟，导致这种完整的渐变色调无
法继续。黄岳泰只能选择在角色命运转折点色调发生较
大的转变，他选择了三兄弟首次进城看京剧的画面作为
色彩的切入点，因为从物质色彩上来说，京剧的颜色本
身就比较跳脱，观众易于接受这种视觉上的变化，另一
方面，京剧红色和金色色彩的加入，也象征着欲望和金
钱对三兄弟的诱惑和考验。
与《投名状》中渐变的色调结构不同，
《画皮》的
色彩结构则是根据不同的时空架构进行表现，如表现王
生的梦境，大胆地使用了蓝色调、绿色调、红色调，甚
至在部分梦境时空中，使梦境时空的色调和现实时空的

色调统一，以达到亦真亦幻的效果，这是黄岳泰用影像
表达他对王生心态的理解，王生迷失在真实的欲望和现
实的生活里，在道德的约束和情感的放纵之中痛苦挣扎。
黄岳泰并不强调色调线索的统一性，他期待与张艺
谋的合作，但是对张艺谋担任摄影师的作品《黄土地》
中统一的黄色泥土色调并不喜欢，他更喜欢让色调跟随
演员的情绪变化而变化。
黄岳泰敏锐而又熟练地在色彩的修辞语言中游走，
大胆而又审慎地使用色彩的明喻意义，他把自己对色彩
敏感、丰富而又独到的理解，通过强烈的坚持和适当的
妥协最终呈现给观众，尽管很多时候，他对观众能否读
解出色彩背后的情感和象征意义并不持有乐观的态度。
黄岳泰说，
“我不知道观众能否全部理解，但是，摄影
师必须找到自己对色彩表达的语言”
。
黄岳泰对人物命运和情感的准确理解，使他的色彩
的明喻语言有了非常强烈的支撑，在影片《画皮》中，
甄子丹饰演的庞将军力战沙匪，黄岳泰把他的肤色调成
暖调，沙匪的色彩全部调成冷色调，这种强烈对比色调
的使用非常大胆，黄岳泰是想通过这种强烈的色彩语言
表达他对庞将军心理状态的理解，庞将军与沙匪根本就
是两个世界的人，暖色调也使得庞将军有了一种英雄主
义的色彩。在庞将军击退沙匪之后，随之而来的庞家军
和庞将军的色调又立刻变为统一。这种不拘一格的表现
手法使视觉语言非常新鲜。张艺谋在《满城尽带黄金甲》
中也使用了色彩明喻，他更强调了象征意义的传达，影
片的结尾处，最后在方圆桌，绚丽的颜色慢慢褪成黑白
色，只保留中间一朵菊花颜色。暗喻所有浮华的、缤纷
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菊花在影片中的情感所指通
过色彩的对比予以充分强调。
黄岳泰并没有让色彩跳脱出来，影响叙事，他把自
己对人物的感受通过色彩和光线做了非常细腻的表达，
在影片《投名状》中，黄岳泰用了大量的“黄昏光”来
表现兄弟三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受，并
在夕阳中那个加入红色，隐藏而不凸显的色彩暗喻语言
的使用相当内敛而纯熟。
黄岳泰用自己的全部身心体会剧情和人物命运，用
独具魅力的影像视角协助导演讲述故事，力求影像新鲜
感，却不强调独特的风格和形式，用一种非常职业的态
度求得艺术和商业之间的平衡点。拍戏的过程中，他会
带着一个录音笔，因为他经常在梦里拍戏，那些梦里斑
斓的充满想象力的影像，他会记录在录音笔里，成为这
部或下部戏的灵感。他的刻苦和努力还体现在，当他进
入摄影师这一行的时候，对自己提出要求，见到所有的
场景和人物，都要立刻想出三种完全不同的光线和镜头
去表现。这是一个为影像而生的人，也是一个为故事而
生的人。和笔者的交流中，他用一句反问表达了他对当
下影像创作的理解，
“你以为所有的摄影师都能够读懂
剧情吗？”
（张颖，责任编辑，电影频道节目中心，10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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