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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林掇英
影视风云

我画顾方舟
贺羽

《流浪地球》：

让中国科幻电影不再“流浪”
家。

饶丹 杨静

这个春节档应该是属于《流浪地球》的。 作为
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国产科幻大片， 该片在上映前
的口碑就已经发酵。 春节期间，《流浪地球》的票房
奇迹仍在不断升级。 来自国家电影专资办的数据
显示，截至2月17日，《流浪地球》累计票房达37.74
亿元，成功赶超《红海行动》，成为中国电影票房总
榜第二名。 排片占比和上座率在各大数据平台均
排列第一。 票房证明，观众的选择核心依然是电影
的品质。 因为《流浪地球》的电影观感超出了大家
的心理预期，情节、画面、音效都足以用震撼来形
容。
导演郭帆在电影上映前接受采访， 直言拍摄
《流浪地球》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信任，“他们都在
怀疑，凭什么是你来做这件事？ 你有什么能力？ 你
需要去证明自己，获得信任，那是一个长时间的过
程。 ” 其实被质疑的不仅仅是导演郭帆，还有中国
科幻电影。 在电影工业里，科幻片尤其是硬科幻，
代表着电影工业的最高水准。
大家也许知道好莱坞可以怎么拍出一部科幻
片，却似乎没有人知道中国如何拍出一部科幻片。
中国电影工业起步较晚，经验匮乏，但在这条未知
的道路上， 我们的电影工作者已经开始起步。 自
2014年起， 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作品版权就已
大量 出 让 ，《三 体》《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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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创作源头上奠定电影文学基础， 科幻
电影更需要的是产业链层面的人才， 需要中国电
影具备高度的工业化标准。服饰、化妆、道具、摄影、
美工、编剧、导演、演员各司其职，在工业流程的制
约下共同完成电影的拍摄任务；融资、制片、宣传、
发行等部门各尽其责，共同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
在诸多细分领域都需要精细的专业分工和成熟的
管理经验， 这样才可以在技术和艺术层面达到完
美契合。
《流浪地球》一切从零开始，置景之前先制作
VR模型， 置景展开面积达10万平方米， 道具1万
件，通过三维建模，再用大量车床CNC加工或3D打
印而成。 在拍摄前期一共绘制了3000张概念设计
图和8000张镜头稿，这1.2万张的绘制作品是精彩
特效的基础。 世界观设定包括前后100年，剧本写
了数十稿，加起来上百万字，开机前完成了160分
钟的动态故事板， 团队人数也从最开始的个位数
到达了7000人之多， 可见这部电影凝聚了多少电
影人的努力与付出。
电影中的“行星发动机”高达11公里，是地球
能够承载的建筑物的极限， 发动机底盘直径30公
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如何让它在镜头上呈现从
而被观众接受，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发动机模型
我们做了几百稿， 为了找到更合理的力学结构去
呈现它。 最终选定了目前这个形态，发动机
的电梯局部搭建了实景，但更多的部分是后
期特效完成的。 ”郭帆介绍。 基于这种苛
求品质的创作要求， 影片的投资
几乎都花在制作上， 演员片酬降
了又降，打破了所有“工
业化”“制度化” 下的不

合理或不可能，《流浪地球》 整部影片一共有2003
个视效镜头，最终电影75%的特效由国内特效团队
完成，德国和韩国特效团队完成了25%。
如果说特效制作更多地牵涉到技术创新，那
么视觉风格更需要的则是文化创新。 这种创新不
是盲从西方美学的再提升， 而是将中国观众的情
感与审美作为首要前提。“影片的视觉系统需要植
根于文化，不能将好莱坞成功的范例拿来套用，我
们要找到中国人的情绪共鸣点。 ” 郭帆举例说，为
了让科幻与本土观众的审美产生一种内在联系，
在影片中的很多道具和环境设置借鉴了前苏联重
工业的系统美学，甚至连键盘也采用了物理键盘，
这让整个影片有了更厚重的末日质感， 影片色调
则偏重青色和红色，以增加年代感和亲切感。
在剧情与对白中《流浪地球》也加入大量观众
熟悉的元素，例如未来地下城中，我们依然能看到
熟悉的“王府井”地标。 在郭帆看来，这是与观众所
处的现实进行连接的需要， 这些元素的植入能够
让观众产生更多的共鸣。 虽然科幻给人的刻板印
象是冰冷的、科技感的、未来式的，但事实上，任何
题材都应该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发生更加亲密的联
系。
科幻电影的发展与国家的经济繁荣、 科学进
步关联紧密，加上整个中国电影产业的长足进步，
我们才能制作出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商业大
片。 在有限预算下，通过群策群力，实现超极限的
拍摄质量。 《流浪地球》让中国科幻电影不再流浪。
导演郭帆在影片上映前接受采访时说：“我的要求
并不高，只希望不赔钱。 只要不赔钱，我和这个团
队就能继续往后做， 这样就能够给中国科幻电影
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也会让更多导演去尝试科幻
片，从而不断完善中国的电影工业。 ”

刚进入2019年，就惊闻我国
著名医学科学家、 病毒学家、中
国医学科学院与北京协和医学
院原校长顾方舟院士辞世，享年
92岁。
2012年，机缘巧合，我得到
了为顾老绘制油画肖像的委托。
我因此认识了顾老，也了解到顾
老作为我国杰出的医学科学家，
在消灭脊髓灰质炎（即小儿麻痹
症）这一人类顽症方面为国家和
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
我接受了为顾老画肖像的
委托后就提出，希望在顾老时间
油画《顾方舟》 作者 贺羽
和精力许可的情况下，为我做几
次模特，这样肖像创作的质量和
效果都更有保证。顾老欣然同意了。就这样，那段时间每到双休日，顾老就
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我工作室，我在工作室至少画了四次。第一次画了素
描，大概确定了构思；第二次用油画画了头像写生；第三次和第四次都是
上了正稿以后，直接在正稿上写生。
和顾老的这几次接触，感觉顾老非常和蔼慈祥，内心平静如水，有一
种经历人生风雨后的坦然。记得我在写生的空隙和顾老聊天，我说作为晚
辈，非常羡慕您为社会作出了这么大贡献，也羡慕您80多岁了身体还这
么硬朗。 顾老谦虚地笑笑，说也没什么不得了的，做好自己的工作罢了。
其实我画顾老之前也做了些功课，找到电视上对他的采访，知道顾老
年轻时经历十分坎坷，幼年丧父，全家靠母亲独立支撑，后来艰难求学。 抗
战期间，底层人民的凄惨境遇促使他立志投身于公共卫生专业。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为了攻克脊灰这种顽症，他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工作压力。 当回
想起这些人生经历，电视镜头前的顾老心绪依然难以平静。这种强烈的内
心与情感活动，和他在我面前的平静释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得我为
他的画像采取了稳定的坐姿，双手没有其他动作，只是空垂在两边的扶手
上，眼神看向观众，内心的涌动与激荡通过目光直接投射到观众的心里。
我的学生王一从他家搬来一把明代南官圈椅，我请顾老坐上去，发现
椅子的形态与画面十分契合；背景我用棕灰色调，略有亮度上的渐变，和
人物的外轮廓形成某种配合。此外，我略微参考了一下顾老中年时期的体
态特征，头部则画出了顾老的一头银发，这样显得更加挺拔而有风度。 最
后完成整体效果还不错，顾老和他家人也都表示满意，我很高兴自己的努
力有了结果。
我从事的职业，让我和顾老有了这次交集，给我留下了一段珍贵的记
忆。 得知顾老仙逝，我立刻给顾老女儿顾晓曼女士发去吊唁短信，仓促拟
出的几句虽略显生硬，却是我发自内心之语：“顾老既是医学报国的楷模，
更是我辈学习的榜样。 能为顾老画像是我莫大的荣幸， 愿顾老在天国安
（贺羽，湘籍青年画家，现为中央美院教师。 ）
息。 ”

希望像钻石一样珍贵
王珉

太阳急速老化， 将会不断膨胀， 吞没整个地
球。 由于气候的不断变化， 人类将离开地表， 永
久移居地下城。 为了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人类需
要寻找新的家园， 最终选择了新的恒星——
—半人
马座比邻星。 这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恒星， 有4.3光
年的路程。 确定了逃亡的目的地， 人类会选择什
么样的方式进行逃亡呢？
《流浪地球》 中， 人类并没有选择 《星际穿
越》 中使用飞船的方式进行星际移民， 而是选择
了带着地球一起走。 无论是人类出于对故土的眷
恋， 还是对地球这个足够庞大的生态系统的理智
选择， 最终人类都选择了“不抛弃， 不放弃”， 带
着地球一起走。 人类为此制定了一个宏伟的计划。
整个移民过程将延续2500年， 100代人。
为了实现流浪地球计划， 人类倾尽所有， 在
地球表面建造了1.2万台行星发动机， 这就是我们
在电影中看到的刘启和朵朵对话中的行星发动机
在烧石头。 同时， 人类为了能够在漫长的流浪过
程中生存下来， 在每一座行星发动机下面都建造

了能容纳百万人口的
地下城。 人类建造的
行星发动机， 虽然能
让地球在5年左右的时
间达到离开太阳系的逃逸速度。 但这个速度想要
到达4.3光年外的比邻星， 需要7.7万年， 这太漫
长了。 怎么办呢？ 人类再一次发挥自己的聪明才
智， 木星的体积是地球的1300倍， 借助木星的引
力“弹弓效果”， 让地球在低消耗的状态下实现逃
逸、 变轨、 加速， 用更短的时间到达目标星系。
逃逸变轨加速的问题解决了， 但在地球真正
起航之前， 还有个大问题要解决， 就是月球。 地
球的这一孤独的路程注定是带不走月球的， 带不
走月球， 就在月球的表面也安装了行星发动机，
把它推离地球轨道， 以免地球加速时相撞。 人类
再也看不到“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 的那一
轮明月。 嫦娥， 玉兔， 吴刚， 夸父……那是前太
阳时代的故事了。
经历了长达42年的地球刹车时代。 地球上路
了， 人类上路了。 人类带着地球开启了漫长而凶
险的流浪之旅。 按照计划， 地球在公转的第15圈
之后借助木星的引力达到地球的逃逸速度。 当地
球靠近木星时，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上千台
发动机熄火， 全球地震， 火山爆发， 岩浆吞没了
地下城， 地球运行轨道偏移……人类团结一致，

倾尽所有的救援力量， 成功重启了大部分熄火的
发动机， 再一次看到了人类能够得以生存下去的
希望， 看到了地球回“家” 的希望。
“地球错失了最后的逃逸机会， 受木星引力
增强影响， 地球将于37小时4分12秒后撞击木星。
这是一场注定徒劳的救援。” 联合政府的全球广播
击碎了人类内心深处的最后一丝希望。 抬头望去，
木星这个宇宙巨怪和地球越来越近， 那种恐惧感
和压抑感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 木星占据了整个
天空， 它表面的大漩涡大得可以吞下整个地球，
它像一只巨眼一样盯着我们的世界， 大地笼罩在
它那阴森的红光中， 那厚厚的云层下面是沸腾的
液氧和液氦的大洋， 等待吞噬地球。 故事再一次
发生转折， 使用行星发动机的喷射火焰点燃木星
沸腾的液氧， 让木星爆燃的冲击波反作用于地球，
使地球逃离木星的捕获。 人类再一次看到了希望。
点燃木星虽然并未直接成功， 但在借助领航者号
空间站作出牺牲后， 成功点燃了木星……
希望是什么？ 希望是人类不分肤色， 不分语
言， 不分地域， 不分国籍， 为了同一个目标——
—
带地球回“家”； 希望是我们可以黑夜仰望有星
空， 白昼抬头能看到蓝天和太阳； 希望是我们回
家的唯一方向。
《流浪地球》里有这么一句话：希望是我们这个
年代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

艺路跋涉

有灵性思想的画语境界
刘晓平

张伯远作品 《金秋》

张伯远(原名张立鼎)曾是张家界市有
潜力的青年画家， 一直从事国画与书法的
学习。 这些年长期在北京寻师学艺， 通过
十余年的寒窗苦学， 如今画艺精进， 业内
评价： “通观张伯远的写生收获之作， 舒
畅灵秀， 这与他的心灵境界是分不开。”
张伯远最喜欢一句话： “没有故乡便
没有诗人。” 每次回家仿佛已成游子， 艺
术创作上也有种缺少“根基” 的感觉。 他
每次来找我时， 我都感觉出他的急迫心
情。 我安慰他说： “莫急， 您的画艺摆在
那里， 有目共睹。” 还是省画院院长刘云
知他心事， 刘云语重心长地与他说： “您
外出京城学习这么多年了， 如今画技已
精， 应该回家乡了。” 一语点醒梦中人，
他马上意识到： 自己家乡美妙绝伦的山
水， 为什么不把她画好？ 于是， 他打道回
府， 倾情水墨， 画述家乡山水。
张伯远的山水国画， 画艺、 画语境界
都很讲究。 谈晟广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研究员， 他十分看好伯远的中国画创作。
他说： “张伯远系列山水画， 一木一石，
信手拈来， 看来是那种得来全不费工夫的
画法， 让观者看来也不累。 在用笔上， 则
挥洒多变， 墨法干湿互用， 颇有雅洁淡逸
之境， 于深远处表现得有条不紊， 画面感
总有林岚郁茂、 气势苍茫的境界。”
都知道绘画艺术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两
大要素， 那就是绘画的技巧和主观思想情
感的抒发， 二者在画中很好地结合才能出
佳作。 伯远山水画的意境和画面表述的语
境， 物象和意象， 二者之间的和谐统一结
合得很不错。 从画风来看， 在现实与传统
的基调中， 他刻意追求超脱的绘画意境，
将与之匹配的景物融入自己的绘画意境
中， 努力创造一种心理定向。 他回归画家
乡山水的画作， 仿佛有种情感的所依和心
灵的絮语， 能让人读出一种思想。
一个画家的艺术风格， 取决于一个画
家的性格修养、 生活环境及个人经历。 伯
远生长于山水美丽的小乡村， 求学于文化
艺术中心的北京。 他的艺术风格具有雄浑
奔放、 优雅浪漫、 诗意洒脱、 语境优美的
特色， 意境中有思想的述说， 画语中渗透
出浅浅的忧伤与苍茫， 这都符合他的艺术
人生和画语境界。

李沛：《猪福呈祥》

观影手记

“跨越山海，勿忘回家”
刘淑萍

一首好的歌曲是具有蓬勃生命力的。 继歌曲《常回家看看》诞生后，
2014年，《时间都去哪儿了》成为当年春晚最感人的节目：“门前老树长新
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话，藏进了满头白发……”歌词朴实而
细腻，旋律舒缓而深情，歌声直达人心，触动着观众的心。 不久前播放的纪
录片《四个春天》与前两首歌异曲同工，有着共同的主题，引起了观众强烈
的情感共鸣。 这是45岁的导演陆庆屹拍摄的关于他自己家庭的故事，从
2013年到2016年四个春天的真实故事。
第一个春天，一家人忙碌地准备年夜饭，陆庆屹拿相机记录父母的生
活，老人开始担忧自身健康问题；第二个春天，姐姐病重，一年多后逝世，
葬礼上悲痛而沉默的父母；第三个春天，两位老人没有如往年那样准备丰
盛的年夜饭，悲伤还缠绕着这个家庭；第四个春天，燕子归来，腊梅花开，
母亲重烤腊肠，一家人的生活重回正轨……
对父母来说，有子女在的春节就是春天，不管天多冷。 影片让我们感
受到的是，年年岁岁，父母巴望着子女归家的眼神；女儿离世，陆家父母的
蚀骨之痛；深夜楼顶父亲的小提琴声；自学剪辑，听过去女儿唱歌的录音；
母亲在厨房为子女忙碌，桌上的菜肴，过年的烟火，攒满了一年的爱；送别
儿子和小外甥离家，晨曦中父亲苍老的身影满头的白发……这些，是陆家
父母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全天下父母的生活？ 简单的、平凡的、温情而又伤
感的点点滴滴，有着那么强烈的感染力，触动着人们的灵魂，让这部排片
很少却口碑极佳的影片一下子火了，获得了豆瓣8.9分的高评分。
行文至此， 想到了央视新闻播出的关于权健保健品公司通过虚假宣
传骗取老年人信任、非法销售保健品的案件。 毫无疑问，犯罪嫌疑人必须
接受法律的严惩。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父母们为什么总是容易
被那些虚假的保健品及宣传给忽悠呢？ 受骗的老人中，有一部分人并不是
喜欢保健品，而是害怕孤独，他们缺乏来自子女必要的关怀，这就让保健
品销售人员钻了空子，这些人充当孝子孝女，陪老人聊天，关心他们的健
康，称呼他们干爹干妈，有人干脆叫他们爸妈，在这样的情况下，孤独的老
人感受到了温暖， 再向他们推销产品时， 他们的意志力十有八九会被瓦
解，资金就被骗走了。
《四个春天》的作者陆庆屹是一位非科班出身的导演，拍摄家庭生活
短片的过程中他发现父母逐渐老去，激发了创作灵感，将240个小时的素
材剪辑成了105分钟的长片。 父母是片中的主角， 也是两位多才多艺、乐
观开朗的老人。 他将《四个春天》作为礼物送给父母，也成为送给天下父母
的一件贵重的新年礼物！
《四个春天》的宣传片中有一句宣传语：“跨越山海，勿忘回家。 ”
为人子女者，无论在眼前、在天边，勿忘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