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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林莉丽

▶ 小说

《刺杀小说家》是双雪涛《飞行家》中

的一个短篇。在三万字的篇幅里，作者建

构了现实和小说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并

通过人物的不同侧面将两个世界紧密地

勾连在一起。从电影改编的角度看，小说

视角多、线索丰富、类型空间大，天马行空

的想象力和强戏剧设定也意味着需要通

过大量的内容填充跨越文本，实现逻辑自

洽。

路阳被小说一击即中，也充分考虑了

从小说到电影两种不同文本间转化可能

面对的困难。“从创作角度来说，改编并不

比原创轻松，甚至可能更难。但我实在太

被小说打动了，我觉得可以把它拍成一部

有趣的电影”。

路阳在小说中看到了“困境下看似无

意义的残破人生所迸发出的强韧的生命

力，且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尝试以一种

“新鲜的、年轻的、有漫画感的大视效电

影”的形式加以呈现。

“我们不去做好莱坞电影的仿制品，

我们要做一个中国文化感很强的电影！”

▶ 剧本

路阳对《刺杀小说家》的判断是无论

拍成文艺片还是商业类型片，都绕不开两

个世界的呈现。要以电影沉浸式的方式

呈现两个世界意味着巨大的时间和资金

的投入，因此必须有一个普适化的主题，

要足够商业和类型，能够很容易被观众看

到并形成情感和价值。

“无论是文艺片还是商业片都要花

钱，要呈现饱满的情绪和力量，我不希望

把电影拍亏了，因为拍亏了就意味着没有

很多人看到，我是一个被电影改变的人，

希望创作能被观众看到并创造情感和价

值的电影。我相信电影，相信通过电影能

做这样的事情。”路阳说。

2016 年 3 月路阳第一次看到小说，3
月下旬编剧们开始和原作者探讨故事、人

物。开始创作前，路阳与双雪涛有一次长

谈，求证了许多关于小说的细节，比如千

兵卫和久藏名字的来由，机器娃娃阿拉蕾

背后的伤感意象……想法得到小说家的

验证，路阳心里也会升起一个个小欢喜。

之后就是漫长的剧本创作期，路阳对

国内团队技术的成长有一个大致的判断，

在此基础上尽量少对剧本创作的限制。

“这是一个充满了奇观和人物壮阔情感的

故事，剧本不能太拘束，否则无法达到让

观众相信的效果。”路阳说，创作一定要打

开，但也不能无根据地任性。

剧本阶段路阳的另一个坚持是充分

考虑观众和角色的互动，“要充分考虑观

众的感受，观众要跟人物同步，甚至提前

一点点，也不能太多。”

2017年7月，25000 字左右的精细大纲

完成。尽管有了精细的大纲，进入剧本依

然很难，很多地方会卡住。路阳分享了一

组对比数据，“绣春刀”系列剧本篇幅大约

在32000字到35000字，《刺少小说家》第一

稿剧本是 55000字，后来精简到 47000字，

在充分考虑电影的呈现方式前提下，加入

了许多小说中没有的场景和情节。

▶ 演员

剧本确定之后，接下来是筹备建组、

敲定主创。按照行业的惯例，演员的时间

越早约越好，但路阳的习惯是剧本不做好

就不着急谈演员。也许是功不唐捐，谈演

员这个对很多项目而言最恐怖的工作在

《刺杀小说家》的推进过程中却异常顺

利。用路阳的话说，“颠覆”了他对谈演员

这件磨人差事的认识。

《绣春刀Ⅱ修罗战场》中，雷佳音贡献

了绝妙的表演，路阳当时就跟他约好找机

会再合作。后来一起读《刺杀小说家》剧

本的时候，路阳才知道雷佳音当初只看了

半部剧本就签了合同。等两个人终于一

起仔细把剧本读完，雷佳音长长舒了一口

气：“放心了，是个好剧本！”

同杨幂的交流也非常顺利，路阳给杨

幂讲了一遍故事，杨幂当场表示，“我来，

档期我去跟公司说”。

2018年 8月，距离电影开机还有三个

月，董子健就开始提前健身训练，到9月底

他的体脂率已经降到12%。10月中，接受

了动作训练的“小董”已经能以矫健的身

手完成各种腾挪翻飞的动作了。

路阳眼中的于和伟是一个精于琢磨

微表情的多面手，电影中他使用了体验派

和表现主义两种不同的表演体系，让路阳

感叹能请到他是自己的运气。郭京飞在

电影中饰演的是一个古灵精怪的角色，有

点像“卷福”在《霍比特人》中饰演的那条

龙，每天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化妆，很辛苦

且几乎没有露脸的机会，郭京飞轻松应允

并出色地完成了角色，“作为导演，我由衷

感谢郭京飞作为一个演员在创作上的好

奇心和兴奋感。”路阳说。

▶ 流程

2018 年1月3日，《刺杀小说家》开了第

一次主创会，随即进入了10个月的筹备期。

开始筹备前，路阳看了《阿凡达》的制作花

絮，得知卡梅隆从剧本、筹备到拍摄前后用

了十年，路阳一下子慌了。“来不及啊！”路阳

说，“我开始担心我们的时间不够！”

随着工作的深入，路阳发现其实有很

多经验可以借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前人的经验适配我们

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路阳说。

把4万多字的剧本变成高效可执行的

拍摄方案，中间涉及多部门的配合和衔

接。比如导演和摄影指导根据剧本完成

文字分镜、故事版老师根据文字分镜画出

故事版；特效部门根据文字分镜和故事版

制作重要场景的预览，根据美术和造型部

门的概念图，创建所有的素材和资产；动

作部门设计每场戏的动作方案……据介

绍，《刺杀小说家》的分镜做了整整四个

月、共完成2100个分镜头。

路阳举了一个例子，“分镜时我要求

美术给我每一个场景、每一场戏的方案，

因为环境的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影响调度，

一扇窗、一个门，花园有多大……当然不

可能所有场景一起出，要考虑先后顺序，

要盘算哪些必须先做，分镜、预览、动作、

造型……所有部门联动，每周开会拉通流

程。”路阳说，从开始就预料到这将是一部

涉及频密沟通的电影，因此一早就锁定国

内团队合作。

“我们要整合不同资源、技术、流程和

环节的公司，让他们进入一个大的流程

中，形成一个有机的链条。虽然我们是第

一次来做，但是必须是一个可操作的，可

以达到我们需要呈现效果的这样的方

案。”路阳说。

据统计，《刺杀小说家》开拍前10个月

的筹备期里，大部分工作人员每天的工作

强度都不亚于电影拍摄。剧组在青岛拍

摄期内，也维持着每天 14 小时到 16 小时

的高负荷运转。

“我们不是为了规范流程而拍这样一

部电影，而是要拍这样的一部电影，必须

有这样一个流程、掌握这样的手段。”今天

回头看，路阳在认同好莱坞视效大片的技

术优势同时，也充分肯定了中国方法和中

国流程的价值。“好莱坞有很多大视效电

影的经验，我们也不是从零开始，我们有

很多方法，关键在于如何把碎片拼成完整

的拼图。我们没法像好莱坞那样做，我们

得拿出中国自己的办法和流程来，让观众

看到不输于好莱坞的效果，甚至有些地方

比它更好。 ”

▶ 特效角色

《刺杀小说家》拍摄之前，中国电影人

还没有尝试过在一部电影中完整地使用

动作捕捉、面部捕捉、虚拟拍摄，通过这样

的流程去构建一个非常生动的数字角

色。《刺杀小说家》中有包含赤发鬼在内的

三个特效角色，如何将他们生动地呈现在

大银幕上是剧组必须面对的难题。特效

化妆再好，呈现的也是一个真实的人，人

和摄影机的比例是一定的，拍不出巨大生

物在大银幕上那种震撼力。权衡之下，路

阳决定构建三个特效角色，用“动作捕捉”

加“面部捕捉”的方式去驱动这些角色。

谈及片中的赤发鬼，路阳觉得这是一

部有漫画感的电影，“即使是反派，也不想

让它特别难看。角色前前后后改了几十

版，不断调整包括胖瘦，鼻子宽度，脂肪厚

度，肌肉拉伸感，眉头角度等细节。”最终

实现了一个毛发、毛孔逼真到有呼吸感的

特效角色。

“动作捕捉”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尝试在一个摄影棚里全方位安装了 100
多个摄像头，演员身上有很多小的跟踪

点，对应在这个环境里面的坐标，通过摄

影机跟踪采集演员表演的动作数据。 把

所有的数据整理好之后，绑定到数字模型

上，依靠动态数据驱动模型，再把模型放

到虚拟引擎的环境里，实现演员在虚拟环

境中的角色表演。

虚拟拍摄就是演员在现实环境中、其

他素材都在虚拟环境中，通过将摄影机投

射到虚拟环境中，实现现实生活中不可能

完成的场景拍摄。拍摄过程中，摄影师控

制摄影机的所有运动、包括镜头数据都被

投射到引擎的环境中。在虚拟引擎里，摄

影师如果需要摄影机以 100 倍的速度跑

起来，只要改一个参数就可以实现虚拟世

界里的百米移动。

路阳告诉记者，虚拟拍摄相关技术在

《金刚川》中郭帆执导的部分得到了进一

步的应用。“因为迫切地想把这部电影拍

出来，所有过程中的困难都要想办法克

服，积累的一些经验和心得，也希望与同

行分享。希望通过不断拍摄这样的电影，

逐步把中国电影的工业化流程完善起来，

中国电影需要借由这样的类型作品，快速

实现工业化和市场化。”路阳说。

▶ 道具

“城市里老百姓用生产工具作为武

器，可能是打铁的锤子、割草的镰刀。所

以我们的道具武器是很有蛮荒感的，既跟

他们的身份和职业相关、也要跟整体的美

学贴合。”路阳说。

《刺杀小说家》的拍摄过程中，主创们

都很喜欢去道具库房，里面有很多大型陈

列架，从战斧、刀、盔甲、武器到大型的孔

雀车，因为做得太棒了，演员们常常爱不

释手，并预约了拍摄后要带走的道具。

“服装，道具、兵器、盔甲后期特效，声

音部门还要用到，所以只能先许给演员，

用完了再给他们带走。”路阳说完不忘加

一句，“好多都许出去了，到我这估计不剩

啥了。”

▶ 两个世界

《刺杀小说家》的戏剧张力和看点之

一都在于两个世界的设定，“现实世界跟

我们很接近，异世界要有很强烈的质感，

两个世界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想设计一

个东方感十足，又很新鲜的世界，选择了

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作为异世界的基底，不

断加入新的元素。”路阳说。

电影在青岛和重庆拍摄，电影中的现

实世界则以三江市命名。“这样的故事，让

观众相信是一个课题，现实世界太实，和

意象世界的衔接会很困难，现实部分离地

观众又会失去连接和带入的基础。”路阳

说。小说原作的故事发生地设定在东北，

路阳则将片中关宁和路空文的角色分别

安置在东北和三江市，“我没去过重庆，但

是第一眼就觉得这是一个适合在重庆讲

述的故事，也希望在角色的南北差异中寻

找某种戏剧性。”

▶ 中国团队

采访中，路阳肯定了好莱坞在大特效

电影方面70年的经验，也为中国电影人从

《寻龙诀》到《流浪地球》的艰难探索振

奋。谈到坚持与中国团队合作的用心，路

阳说，“电影的制作过程中，我们会不断提

出新需求，开发新应用。如果是国外团队

来做的话，下一次拍摄可能意味着再次平

地起楼，所以我特别希望通过一个个项目

带动国内团队成长，从各个角度追赶世界

先进电影工业的步伐。”

路阳坚持与中国团队合作的一个理

由是，这是一部技术流程十分复杂且时间

非常有限的电影，必须通过高效的沟通保

证效果。“好莱坞并不了解我们，我们可以

拍出中国的故事。”路阳说。

▶ 时间

“绣春刀”系列两部电影，每一部的制

作周期都在三年左右。《刺杀小说家》按计

划做了5年。谈到电影的创作周期和导演

的艺术生命，路阳说之后会越拍越快，可

能会再拍 8 部到 12 部电影。未来依然会

关注个体信念感的主题，这也是他从《绣

春刀》到《刺杀小说家》一直探讨的。路阳

成长期内有几部重要的电影让他自信是

一个被电影改变的人，“相信人、人类的温

度”。

“之前看《MAD MAX》，那部电影太酷

了,导演和摄影师加起来快 160 岁了。我

希望到我 80 岁甚至更老的时候，也能拍

出这样的电影，那是我追求的。”路阳说。

专访《刺杀小说家》导演路阳：

只要相信，就能实现

《刺杀小说家》是一个关

于平行时空的故事。雷佳音

饰演的父亲为找到失踪的女

儿，接下刺杀小说家的任务。

而小说家笔下的奇幻世界，也

悄悄影响着现实世界中众人

的命运……

2016 年春天，《绣春刀Ⅱ

修罗战场》开拍前的一个月，

华策影业的万娟给路阳发去

了《刺杀小说家》的小说。三

万字不长，路阳用一个多小时

看完随即和万娟说：“这小说

你别给别人了，我想拍、特别

想拍。”

2018年初，《刺杀小说家》

的剧本放到了特效指导徐建

面前，徐建同路阳说，“老路你

疯了，你确定要做这样一个东

西吗？”动作指导也说，从没想

过会是这么疯狂的一个剧

本。之后的日子里，从没想过

到做到、从不相信到相信，他

们一道将文字变成了影像。

2018 年 11 月 5 日，《刺杀

小说家》在青岛开机。董子健

还记得开机仪式上，导演路阳

跟大家说：“我们要开始做一

部很厉害的电影！”因为是路

阳说的，董子健相信并且感

动。

今天回顾影片的创作过

程，路阳觉得电影最难的，就

是种入一个理念。这个理念，

也是电影的主题——“只要相

信 就能实现”。对剧组而言，

是相信中国团队能在5年内完

成这样一部高质量的奇幻、动

作、冒险电影；对观众而言，是

相信两个世界并从中寻找情

感的契合点。

2月 12日，《刺杀小说家》

正式上映。路阳向记者分享

了影片的创作过程。路阳说，

电影的创作过程身体力行地

验证着电影的主题，“开始很

多人不信，但是最后我们做到

了。因为在创作的过程中他

们逐渐相信了，只要相信，就

能实现！”

雷佳音饰关宁

杨幂饰屠灵

董子健异世界饰空文

于和伟饰李沐

郭京飞饰老僧、黑甲

佟丽娅饰般箬

王圣迪饰小橘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