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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拿到过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奖的

电影人来说，叶锦添的名字可能有点过于“谦虚

了”。在众多叶锦添参与过的电影、电视剧中，

他的出现不只是“锦上添花”，而有可能是“雪中

送炭”、“脱胎换骨”。

谈到叶锦添，很多人会自动联想到“东方

美学”这四个字。《卧虎藏龙》拿到奥斯卡最佳

艺术指导奖，《赤壁》（上）拿到香港金像奖最佳

美术指导、最佳服装造型设计奖，《夜宴》拿到

台湾金马奖最佳化妆和服装设计奖、最佳艺术

指导奖……背后都有叶锦添和他独特的东方美

学的身影。

小荧屏上也不缺少叶锦添的代表作，比如

《大明宫词》、《橘子红了》、《红楼梦》等等。

叶锦添是 1967 年出生的香港人，和梁朝

伟、巩俐等是一代人。而这些明星的银幕形象

很多也正是出自他的手。在圈里，叶锦添以有

想法、做事认真著称。他是那种常常会喊停导

演，让整个剧组等他修改一件服装、一件道具的

人。也是那种走遍香港、台湾、大陆、欧洲，寻找

创作灵感的人。

从李少红的古装剧，到李安、冯小刚、吴宇

森的古装电影，叶锦添做出了中国电影的东方

美学。

作为一位艺术家，叶锦添永远是一副温文

尔雅的样子，说话轻柔、不紧不慢。但说话的内

容却又暗藏机锋、异常犀利。

“有些演员话语权太大，永远要求自己的脸

在镜头前是完美的，电影的气氛没了，观众只看

到千篇一律的广告光。”

“流量明星让古装剧沉迷于粉粉嫩嫩的审

美，连男演员也是如此，中国观众早晚会看腻。”

“行业发展太快，鱼龙混杂，好多人都还没

专业，人就已经在坐这个位子上了。”

在叶锦添看来，我们正走进一个迷失的时

代——市场越来越火热，电影人却不知道该去

往何处。商业、流量、网络……太多东西涌入这

个行业，却使我们失去了认真做电影的气氛，失

去了原创的能力。

不管周围多么纷乱，叶锦添始终在专心经

营自己的一方天地。最新作品《封神三部曲》

中，叶锦添继续着自己在中国做电影的初心，打

造中国的神话体系。“中国电影的成熟期正处在

起步阶段，这个时候做《封神》，有中国电影战略

的意味。”

“我们对电影还是有很大的期待感，电影还

是可以把人引向更智慧的地方，引向更有共感

的地方。”面对镜头，叶锦添这样说道。

我喊停拍摄，冯小刚也要等

从 1986 年为吴宇森的《英雄本色》做执行

美术算起，我和电影结缘的时间已经超过 30
年。

我不想把美术这一行说得很神秘，普通观

众对我们应该也有一点了解，比如他们会说造

型做得好看就是造型指导；电影拍得好看，场景

做得好看就是美术指导。我觉得也没错。

如果让我自己帮美术指导下一个定义，我

觉得它和视觉导演有点像。

视觉比对白还快，视觉今天已经发展到可

以建立任何东西，真的假的什么都可以做得到，

甚至是那些感觉层面的东西。

在呈现视觉的过程中，要用到你对历史的

认识、对人情世故的认识、对所有的生活细节的

认识。你弄一个茶壶，是什么样的茶壶？茶壶

代表什么？每一件道具，每一件服装都有正路

跟歪路。歪路就是，当一个角色不是那么精彩

的时候，你的道具要帮他，你的服装要帮他。

美术指导需要和导演密切沟通，我也经常

是个让导演头疼的人。

当年和陈国富导演合作拍《双瞳》，摄影师

是黄岳泰。他们拍戏，我就坐在导演旁边，怎么

看都觉得地板好像太白了。我就问有没有办法

改灯光，他们觉得很难，改了半天。那么我说我

要刷地板，刷一层油在上面，让它吸光。国富就

说，“那你刷多久？”我说，“三个小时吧。”然后他

们真的整队人走出去，抽了三个小时的烟。

后来我拍冯小刚的《夜宴》，也跟陈国富有

关。有场戏，章子怡和周迅在评论一块布，是周

迅出嫁要用的布料。已经开拍了，我看到那个

布完全是皱的，我就怎么看都很不顺眼。后来

我说，“那个不行，我们还是要烫。”当时剧组正

在赶进度，小刚导演就傻掉了，因为他没有遇到

过这种事。他就问国富，“你觉得怎么样？”国富

说，“烫吧……”

后来就所有的衣服都烫完才开始拍。小刚

还走出来骂那些工作人员，“你们看叶锦添怎么

做事情，你们在做什么？”

可惜，不是每一位导演、每一个剧组都能对

美术指导这么包容。

比如在国内拍电视剧，时间是个大问题。

会有人告诉你，如果每个镜头都要重新打灯，根

本来不及。打灯只能打一次，其他都是补光。

在我知道的电视剧导演里，只有李少红是例外。

在《胭脂扣》、《卧虎藏龙》那个年代，我们真

的很用心去做细节出来，我们说要改就马上改，

整组人都在等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那种气氛没

有了，戏根本就不严肃，你搞那个就没有意义。

大家注意的东西不一样了。

有些女明星，你不照顾她就会出问题

相比导演，美术指导和演员的关系更微妙。

有些剧组本来就已经在赶进度了，演员的

权力又非常大，对灯光要求非常严格，永远都要

求保证他/她的脸是完美的，最后就变成了那种

广告光。

这个就让很多有能力的人没办法，他有很

多电影语言都没法用。电影的氛围就完全牺牲

了，全都是商业上的考量。

后来我也理解了。有些女明星，你不照顾

她，她可能就没那么好，会出很多问题。

还有些情况就是，如果你是比较新的美术

师，有可能你就只能听明星的。在中国是没有

制度的，在外国也差不多。到了某个水平，你才

叫得动那些大演员。

有些演员就是不穿你定的衣服。你可能也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他就是跟你硬着来。

我是好运，一些听说很麻烦的演员，到我帮他的

时候，他就很听话。

我曾经有过一个很有趣的想法：有些演员

不是本身有魅力，是我们做出来的。我们做出

来之后，就种在观众和演员的记忆里面。所以

有些演员看到我们就会很尊重，他知道我们给

了他好多东西。

我们帮演员做出来后，还要看他在镜头里

面给不给力，这就叫老天爷赏饭吃。

我跟巩俐合作就是这样的感觉。我平时跟

她聊天，见面吃饭，她没有那么强的，整个人很

柔。但一到我们开始做造型，我会疑惑这是不

是巩俐啊？ 她的眼睛很犀利，一看你就觉得她

那个东西很不一样。

梁朝伟也是这样。平常你看到他好像是很

正常的男孩子，但他在演戏的时候，你就发现他

能把整个东西吊起来。

拍《胭脂扣》的时候，张国荣一直是我陪着

做造型，他就问我，他额头漂不漂亮？我看了一

下，说蛮漂亮的。然后他好骄傲，觉得自己很漂

亮。

东方美学是我们慢慢重新建立起来的

我是香港人，但这些年经常是在台湾、大

陆、欧洲工作。我年轻的时候，表面上香港很向

往西方文化，其实都是假的，因为我们根本就不

知道西方文化是什么。就是西方做了很多零零

碎碎的东西，我们觉得哪个好，就模仿它们而

已。在香港看不到全世界，虽然很接近，但是香

港好像永远都难以去到世界的中心。

我念完书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都去了欧洲

回来，他们跟我讲了很多。我觉得在香港看不

到什么属于我们的厉害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也

很自傲，我想知道之后的路怎么走，就拿了背包

去欧洲。那时候非常疯狂，为了生存还在火车

上睡觉，也看了好多东西。回来之后，觉得自己

很强大。

后来我又去了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有原

创的东西在。比如说侯孝贤、白先勇，有一些是

他们做出来的世界，不是其他地方的。在台湾

的那个阶段，我觉得我嗅到一点中国的味道，但

是到真正深入的时候，我觉得它的力气不够。

我后来发现，我不能再沉迷在那个欧洲的

感觉里，中国必须要拍出自己的语言，不要一直

跟着西方的语言走，就开始研究中国的东西。

中国文化当时在香港很差，内地那时候也是很

保守的，书也很少。台湾多一点点，但也是东拼

西凑的。所以在我学习的时候，整个中国的美

学根本是一盘散沙，太多不同的价值观在里面，

我搞半天都不知道中国的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东方美学是我们慢慢重新建立起来

的。

当年我来内地拍《大明宫词》，沟通会很麻

烦，可能他们没有看过，可能他们不知道有另外

一种形式。所有的东西都很像，大家的背景很

像，懂的东西很像。

不过那个时候我已经很惊讶内地的接受能

力，可能比香港跟台湾都高。所以我对“东方”

充满了信心，就一直会做下去。

当时我们做《卧虎藏龙》的时候，把所有颜

色都去掉了，全都是很淡雅的。衣服方面我也

创新了很多，我用山水画来做刺绣图案。这是

历史没有的，是我做出来的。

再比如，李慕白是一个“藏”的角色，他看似

从头到尾都是一套衣服，但布料是不一样的，在

不同的戏里面他的衣服出现了四种材质。竹林

那场戏，他整个衣服是能够飘起来的。在进宏

村的时候，他那个衣服是棉麻的，比较写实，比

较坠。

《卧虎藏龙》成功了之后，我觉得也影响了

整个电影圈、整个电影的生态。我不敢说它是

文艺复兴，但是它是一个机会，重新去找到一条

路的机会。

拍《夜宴》的时候，原来那个角色是巩俐演

的，后来因为巩俐来不了，我们就开始很慎重去

考虑谁来演，后来发觉章子怡可能适合，但是章

子怡当时候还是很年轻，做一个很有分量的皇

后很难。所以我就要把她的整个年龄提高，把

她的发型、衣服都做重很多。最后把她做到母

后的感觉。

绣得时间最长的一件戏服是林志玲在《赤

壁》里面穿的一件衣服。绣得好细，都是打子

绣，都是卷圈的，几乎绣了大半年。好多人分开

好多块一起绣，一个人根本绣不完，手工太复

杂。

那时我们所有道具都做得蛮细的，确保你

怎么拍都没问题，连船舱里面的装饰都做，吴宇

森也有拍。

我们从《赤壁》开始画气氛图，后来所有电

影都在搞这个，捧起了一批不错的画手。但现

在也不行了，现在越画越俗了。

《封神三部曲》不是还原历史真实的一个

戏，它是一个非常超现实的电影。

我们研究了很多汉以后不同朝代的特色，

商朝很特别，有很强的原始的感觉，最主要是巫

神文化的特色。商朝可以和其他世界联系在一

起，比如玛雅文化和其他的中亚文化。

另外我们搜集了很多关于商朝饮食文化、

宫廷文化的资料，再把这些碎片组织成画面，做

出游牧民族和汉族道统文化的味道。

《封神三部曲》将大规模地尝试东方色彩，

做这个东西责无旁贷。中国电影的成熟期正处

在起步阶段，这个时候做《封神》，有中国电影战

略的意味。

男孩子也要粉粉的？中国人早晚会看腻

中国的市场很大，影视行业发展很快，这里

面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好的地方是一

些世界上比较新的技术可以影响过来。不好的

地方就是，以前一些纯朴的拍电影的气氛没有

了。

好多人都还没达到专业，人就已经坐在这

个位子上了。画个图，连人都不会画，就画服装

了。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教他们做东西。

我在美国拍 Netflix的《马可波罗》，那时我

就发觉网络化对电影是一个好大的影响，这个

东西一定会完蛋。然后回来发觉中国学的好快

——以前电影是电影公司来投，他们是做电影

的。现在来投的全都是上市公司，他们全都看

商业的效果。先定了商业的可能性，才决定用

哪些演员，甚至是不是演员都没关系。

你看现在很多国产历史剧，拍出来就是一

个模式，就放不同的人进去，大街上都是这种东

西。

一方面是我们对它有影响，因为我们做得

少了。另外流量明星这股潮流影响也很大。每

个明星都要年轻，都要漂亮。男孩子也要有点

粉粉的，永远都是那个东西。

我觉得总有一天中国人看那些“粉粉嫩嫩”

的时候会疲劳。当然中国的市场很大，所以它

永远都有可能，最重要的是引发人们的好奇。

对世界有没有好奇？对人生有没有好奇？除了

漂亮的脸蛋，对什么还有好奇？

香港也没有太多个人化的作品了，有可能

还在做一些以前模式的延续，还有一些不错的

作品，但是已经看不到新的东西出来。以前香

港新浪潮，许鞍华、徐克那批人回来，电影是很

有活力的。现在中国人对电影的看法跟我们有

点不一样。我们还是那种 60 年代看电影的方

式，会对电影有一种神圣的感觉。

《复仇者联盟》已经是旧时代电影的末期，

现在要等新的电影形式出来，不过不会那么快。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迷失的时代，但如果你

问未来的电影应该怎么走？好多人都知道怎么

走！他们是走商业的，他们想的是怎么生存下

去，怎么卖票。他们没有想，电影还能做什么。

但我们对电影还是有很大的期待感，电影

还是可以把人引向更智慧的地方，引向更有共

感的地方。就好像早期的希腊剧场，我们在同

一个地方听一段音乐，听一段故事，虽然我们不

认识对方，但忽然间觉得很靠近。这是电影可

以给予我们的。

（时光网供稿）

周逸夫（数字王国，代表作《邪不压正》）
灭霸的镜头中国暂时还做不了

口述：周逸夫 作者：羊羊

电影特效不仅能像《复仇者联盟》那样，去

创造一个虚拟的环境，也可以还原一个真实的

环境。

我们在制作姜文导演的《邪不压正》的过程

中，总共收集了大约12000多张老照片，像老北

京四合院这样量级的资产，我们做了 6000 多

栋，用特效在电影里栽了12000多棵树。

《邪不压正》里巧红张开双手走在牌楼顶上

那场戏，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那一个360度的

旋转就把整个北京给拍全了。我们在特效制作

时不是只做了东四十条、干面胡同那一块，而是

涉及到整个北京城，包括整个故宫的模型我们

都做了。

有一场李天然在屋顶骑自行车的戏，那个

自行车也是特效替换的。成片里是一个老北京

的自行车，但是演员在演的时候一定要山地车

才可以骑嘛，要不然难度太大了。所以我们当

时就把山地车擦掉，换了一个全CG的老北京自

行车。

包括所有演员在屋顶上奔跑的戏，拍的时

候演员穿的都是黑色的特制胶鞋，需要我们在

后期把所有的鞋子替换成皮鞋。

有些特效不是让你看出来，而是要让你“看

不出来”。我们最开心的一点就是，当影片上映

之后，大家没有意识到这个影片里头有这么多

的特效镜头。有时候跟朋友聊天，他说：“天呐，

原来那个屋顶上的镜头不是实拍，是拿特效做

的啊！”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肯定吧。

数字王国的总部在美国。中美特效行业有

很多相似的地方，但也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上班打卡吧，我们北京分公司的上

班时间是上午 10 点到晚上 7 点，会比较弹性。

比如你前一天加班到比较晚，今天你就可以睡

个懒觉，稍微晚一点到公司。北美就比较程序

化，我们北美总部是9点半上班，一般来讲大家

都会准时到。

管理上，美国的特效行业会更严格一点。

比如，我们北京分公司会承接些美国的项目，服

务器的开放权限就特别严格，所有数据的输入

和输出只能是透过 IO部门来完成。上传、下载

都会有一个完整的记录：谁在上传，上传了什么

东西，包括时间点、地点，都是可以反查到的。

就算是我，想要把一个镜头拿出来给客户看都

是做不到的，只能通过制片和 IO来完成这个事

情。

在具体做电影的过程中，与剧组的合作方

式也有差别。我们做北美项目的时候，比如客

户决定给数字王国500个镜头，这500个镜头都

是有详细的镜头描述的镜头需要的效果的参

考，包括镜头制作过程中需要的所有特效、前期

采集的材料都会有。我们像是一个很纯粹的执

行方。

在国内做电影项目，很多时候是在跟导演、

跟摄影指导一块讨论镜头制作的方向，创意这

一块参与得反而更多一些。

举个例子，《邪不压正》里夜晚的雪景，镜头

描述里没有明确的规定，天到底是纯黑的，还是

带一点淡淡的云。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参与到

这个镜头的创作上的，给导演提出一些方案和

建议，然后让他来挑。

我们当时做雪景的特效时，除了做一层正

常的模型贴图之外，还加了一层特效的雪。同

时我们还做了一些小方片，模仿雪的那种小反

光。另外我们还加了一些小灰尘，因为那些雪

下完之后可能已经氧化了几个小时，雪的表面

会出现小孔，小孔还有一个小黑边。如果你非

常仔细地看，这些细节电影里面都有。

当然，我们在制作过程中有任何的改动都

会追加一些补充协议。比如说，《邪不压正》新

增了三个雪景的镜头，片方不会说你们都送给

我们吧，我们会对额外的修改做一个统计，会更

新一个报价单给到客户。

美国的特效行业很专业，即便给中国电影

做特效，涉及到自然环境类的特效镜头，中西方

做出的效果差异都不会很大。但如果涉及到一

些文化方面的东西，还是中国人做得更符合要

求。

举个例子，比如说《邪不压正》里的古城楼，

我们要把它做旧，凸显一种老北京的年代感，这

个做旧的度，如果说在国外制作的话，有可能就

要么做过，要么做的不够。

国外经常在把一个老建筑做旧的时候，让

大量的残垣断壁都掉在地上。但其实当年的老

北京百姓条件不是特别好，就算是有一片瓦掉

在地上，都会被老百姓给捡走。你们看《邪不压

正》里那个钟鼓楼做旧的场景，我们只是加了大

量的植被，建筑有些破损，但并没有任何建筑的

结构掉落在地面上。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去跟

国外的同事沟通，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文化上的

差异和不理解。

中国的电影特效行业发展很快，“五毛钱特

效”这种事现在应该不会有了。但跟美国特效

行业比，在一些核心领域还是有差距的。

比如虚拟人技术是数字王国的一个核心技

术。我们从《本杰明·巴顿奇事》开始尝试虚拟

人的制作，就是把角色的整个头给换掉。《复仇

者联盟》里灭霸这个角色就是数字王国做的。

但就算想把灭霸的镜头给到数字王国的中国分

公司做，我们也做不了。一是技术不达标，二是

我们经验也不足。

另外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像《狮子王》、

《奇幻森林》这一类的片子，它涉及到大量的

动作捕捉和毛发系统，需要各种类似于插件

软件的开发，这也是我们国内目前落后的一

个地方。

美术指导叶锦添
东方美学是我们慢慢重新建立起来的

口述：叶锦添 作者：羊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