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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9 日，由贾樟柯、河濑直美监

制，鹏飞编剧并执导，吴彦姝、英泽、国

村隼和永濑正敏领衔主演的影片《又

见奈良》将在全国公映。该片讲述年

过七旬的中国陈奶奶，远赴日本奈良

寻找其失联多年的日本遗孤养女，在

二代遗孤小泽和退休警察一雄的帮助

下踏上漫漫寻人之旅的故事。

为了创作这部影片，鹏飞在日本

一住就是八个月。在这大半年的时间

里，《又见奈良》从只有一个大方向，到

如今每个细节都散发着生活的气息。

无论是不起眼的小幽默，还是富有深

意的表达，这个关于“找寻”的故事，都

是鹏飞在用他的方式，替那些今生都

没有机会去到日本看望自己孩子的中

国养父母一次圆梦的机会。

一个关于“找寻”的故事

能够得到河濑直美监制自己的电

影，年轻的鹏飞对于这样的机会十分

珍惜，而条件就是拍摄一个和日本有

关的故事。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拍摄一部反

战题材的电影。”虽说鹏飞一早就确立

了题材，但从什么角度，又要选择哪些

人物的情感和经历去表现这一题材，

他始终没有拿定主意。

在那段时间，鹏飞遍寻了周围熟

悉日本的朋友们的意见，但是朋友们

所说的内容都没有引起他的兴趣。就

在此时，日本战后遗孤这个群体突然

出现在鹏飞的脑中。日本战败后，东

北留下许多被遗弃的日本孤儿。据统

计，留在中国的孤儿大约有 5000 人。

他们被中国人抱养，改革开放后大部

分人返回日本。“我以前就读过关于这

个群体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不同国

家、不同文化，甚至有深仇大恨的人之

间组成了家庭的故事。这是一种大

爱。”

在鹏飞翻看的众多关于日本遗孤

的资料中，有这样一个细节给他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在一本关于采访中

国养父母的书中，养父母几乎都有一

个共同的愿望，去一次日本看看自己

的孩子，至少看看他们的故乡是什么

样子。“实际上很少有养父母有机会去

到日本。我想用电影圆他们的梦。”鹏

飞说。这也是《又见奈良》关于“找寻”

的故事的由来。

在日本找到最真实的细节

在鹏飞创作影片时，中国的养父

母们几乎都不健在了。因此，鹏飞起

初只能通过史料、采访和文艺作品了

解日本遗孤。

而真正使得影片取得重大进展

的，是鹏飞在日本的那八个月生活。

刚到日本时，鹏飞也只有“拍一

个母亲去日本找女儿的故事”的大

方向。“在日本期间，我采访了很多

一代、二代、三代遗孤，试图进入他

们的生活，成为他们的聆听者。”鹏

飞和他们一起生活，了解和体会他

们生活的经历。

鹏飞说，八个月间，他把所有有趣

的、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一一挑选

和汇总：从生活中的小幽默，到影片主

人公个人的困苦，乃至日本战后遗孤

这个群体的不幸……可以说，影片中

表现的事件、情感都是来源于真实的

生活。

是悲剧，

但并非充满悲伤

虽然《又见奈良》观照了一个不幸

的群体，但片中却不时会冒出很多生

活中的小幽默。“我不喜欢用悲伤的情

绪拍摄一个悲剧。如果影片太闷，自

己都看不下去，又如何把情感传递给

观众？”鹏飞说。

除幽默外，鹏飞还特意选择了内

敛、留白的表达方式。在他看来，如果

把所有事情都直接告诉观众，就失去

了味道。

他告诉记者，影片中的奶奶不会

英语，但会一点点俄语和日语。在奶

奶着急和日本人交流时，会不经意脱

口而出一些俄语和日语，让对方摸不

着头脑。“这样的设计表面上会给影片

情节带来一些幽默，但也暗含了奶奶

作为一个中国东北地区的老人，她之

所以会日语的历史原因。”在鹏飞看

来，这样的暗示比起直白地说给观众

要更能让观众回味。

再如，影片中提到“谁家装了大锅

（卫星天线），准是家里有中国人”。

鹏飞觉得这样的设计始终会比影片

中的人物直接说自己想念中国更有

味道。

片中，日本演员国村隼饰演了一

位退休警察一雄。“一雄这个人物对于

战争是有反思的，更重要的是，一雄也

有他孤独的一面。在他听遗孤陈丽华

给母亲的信时，其实也是在听自己女

儿给他的信。”鹏飞认为，找寻遗孤陈

丽华不仅仅是一个发生在中国家庭的

事情，其中也掺杂了日本家庭，这些元

素在《又见奈良》中交织在一起。

采访最后，鹏飞告诉记者，剧组的

一位日本同事和他说，是《又见奈良》

让自己知道了日本还有这样一个特殊

的群体，让他更清楚了自己国家的历

史，也更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而这

些，正是鹏飞想要表达的内容。

除了上述几位跨界的青年导演外，很多科

班出身的新导演也可以在激烈的春节档中独

挡一面。这些“新力量”不仅在影片中加入年

轻一代对于中国故事的理解和讲述方式，更利

用工业化，制作了不少特效大片。

2021年春节档中，《刺杀小说家》和《侍神

令》就分别出自路阳和李蔚然这两位“新力量”

导演之手。

2010年，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三年

的路阳凭借导演电影处女作《盲人电影院》，获

得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浪潮单元 KNN 奖、

中国金鸡电影节最佳导演处女作奖等多个奖

项。此后，又拍摄了《房车奇遇》、《绣春刀》、

《绣春刀：修罗战场》等影片，并确立了自己的

创作风格。

《刺杀小说家》在春节档上映后，走势稳健，

目前累计票房已突破 10亿。该片根据双雪涛

短篇小说集《飞行家》中的同名短篇小说改编，

讲述了一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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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悄悄影响着现实世界中众人的命运。

由于影片需要打造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

空，特别是小说中的“异世界”，充满了宏大的

场景和瑰丽的想象。为此，剧组使用了 16 个

摄影棚，超 4 万平方米搭景，规模空前巨大。

路阳表示，异世界整体上是一个非常东方、非

常中国的世界。因此在置景上，城坊、塔楼、房

屋都参考了古老而优美的中式建筑群。在实

拍之后，还需要经过近两年的特效制作，才能

完整建立起来这个极具东方特色的奇幻世界。

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2021年春节档

调查结果显示，《刺杀小说家》的叙事、视效和

情感表达均“在线”，满意度82.6分。其创意新

颖度、视觉效果得分更是居档期首位。

春节档另一部视效大片《侍神令》改编自

网易游戏《阴阳师》。影片通过成熟的工业化

制作展现了绝美的东方奇幻世界，满意度81.1
分虽落末位，但居历史调查 43 部春节档影片

的第 24 位，属中部水平。该片导演李蔚然曾

执导过《决战刹马镇》、《我想和你好好的》等影

片，均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提及春节档的特效大片，自然绕不过2019
年春节档上映科幻片《流浪地球》。比起该片

46.8亿元的票房成绩，它的意义更在于给国产

科幻电影乃至整个中国电影工业带来了极大

信心。

为了拍摄这部影片，郭帆及剧组历时多年

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流浪地球》在初剪初期

视效镜头达到4000个，最后缩减到2200个，这

一数量仍超过了一些常规电影全片的镜头

量。其中50%是高难度的视效镜头，还挑战了

大量的全CG镜头，比如用全CG镜头将上海砌

入冰墙等等。

作为青年导演，郭帆一方面利用特效等电

影工业技术打造了一个未来的科幻世界，另一

方面，作为中国导演，郭帆在影片中体现了中

国亲情观念、英雄情怀、奉献精神、故土情结和

国际合作理念。《流浪地球》中不再是超级英雄

拯救世界，而是人类共同改变自己的命运。

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2019年春节档

调查结果显示，《流浪地球》以85.6分获档期满

意度冠军，观赏性指数 88.3分，超越 2018年暑

期档《我不是药神》（观赏性88分）。

除上述作品外，2019年春节档上映的《神

探蒲松龄》也出自青年导演严嘉。而《疯狂的

外星人》的导演宁浩，已从当年的青年导演成

为中国电影的中坚力量，并监制了《我不是药

神》、《受益人》等诸多青年导演的作品，起到了

传帮带的作用。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和工业化体系的逐渐

成熟，国产动画电影近些年的质量越来越高。

从《熊出没》系列、《新神榜：哪吒重生》等动画

电影加入春节档的竞争也不难看出，创作者对

于自己作品的信心，以及市场对动画电影的认

可度。

提及春节档的动画电影，人们首先想到的

自然是在春节档征战多年的《熊出没》系列。

该片总导演丁亮经过前几部影片的试水后，从

2017年春节档起，《熊出没》系列正式从寒假档

进军春节档，至今没有缺席过一次。《熊出没·
奇幻空间》、《熊出没·变形记》和《熊出没·原始

时代》分别获得了超 5亿元、6亿元和 7亿元的

成绩。目前，该系列的最新作品《熊出没·狂野

大陆》累计票房近6亿元。

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今年上映

的《熊出没·狂野大陆》在工业品质保障、品牌

IP 积淀加持下满意度稳定在 83 分的水平上。

2019年《熊出没·原始时代》83.5分，2018年《熊

出没·变形记》83分，2017年《熊出没之奇幻空

间》82.9分，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相比单部影片的成败，《熊出没》系列大电

影对于中国电影的贡献更在于，该系列对于品

牌的树立和维护、对于中国动画市场的开拓与

培养等方面的作用。

赵霁，因 2019 年执导的动画电影《白蛇：

缘起》大卖而被电影观众所熟知。他执导的

《新神榜：哪吒重生》也在今年春节档公映，至

今累计票房超过 4亿元。影片设定在“哪吒闹

海”三千年后，讲述了哪吒与东海龙族的恩怨

并未善罢甘休，有着哪吒元神的李云祥，亦无

法逃脱被龙族赶尽杀绝的宿命。身处平民区

的他与富人区东海权贵三太子展开了新一轮

对抗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赵霁在该片中加

入了代表着反抗、自由的“朋克”元素，寓意了

哪吒不服天不服地，经常去挑战权威和不公的

人物性格。

除上述影片外，张大鹏执导的《小猪佩奇

过大年》（1.25 亿元）、张扬执导的《年兽大作

战》（3400余万）都在春节档上映过，他们的作

品让档期内的作品更加丰富多彩。

综观近些年的春节档，从偶尔崭露头角，

到今年全部由“新力量”导演挑大梁，一大批青

年电影人正伴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共同成长起

来。“十三五”时期，我国的电影事业产业持续

健康发展，这些日益增长、丰富多样的精神文

化“主食”背后，处处可见被称为“中国电影新

力量”的青年创作人才的辛勤创作。而他们的

迅速成长，则是近些年来中国电影发展的最好

注脚。

本报讯 今年是中巴两国建交 70周

年，根据中国外交部介绍，双方计划举

办涵盖政治、经贸、人文、军事等广泛领

域的 100 余场庆祝活动。近日，巴基斯

坦驻华大使莫因·哈克就“加强两国电

影合作，以电影合作促进双方文化交

流，庆祝中巴两国建交 70 周年”的主题

与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总经理刘春、

西安白露风河旅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继磊等进行专题会谈，就加强

两国电影合拍合作工作及推广宣传好

中巴首部合拍动画电影《奇幻森林之兽

语小子》等事宜进行交流。

会谈中，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莫因·
哈克指出：巴基斯坦在电影方面有很多

地方需要向中国学习，尤其是在动画电

影的制作方面。如果能与中国在动画

电影制作方面展开广泛深入的合作，也

将进一步彰显两国的友谊。此外，哈克

大使相信这也会为双方未来在更多领

域的合作打下基础。

刘春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电影合拍

政策以及中外电影合拍情况。一直以

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大力支持中国

与世界各国联合拍摄制作电影作品。

在国家电影局的领导下，中国电影合作

制片公司致力于中国对外合拍电影的

服务协调与促进工作。近年来，合拍公

司高度关注和支持中国与巴基斯坦的

电影合拍项目。

在两国建交 70周年之际，中方的电

影工作者欣喜地看到将有两部中巴合

拍电影上映，一部是中巴首部合拍动画

电影《奇幻森林之兽语小子》，讲述了小

男孩阿拉亚保护野生动物的故事；一部

是中巴首部合拍故事片《巴铁女孩》，讲

述了一位中国女孩在巴基斯坦指导当

地儿童踢足球并结下深厚友谊的故

事。未来，中巴两国还会推出更多的合

拍影片，推动双方文化交流、增进两国

人民友谊。

西安白露风河旅游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继磊介绍了《奇幻森林

之兽语小子》的制作情况和发行计

划。影片改编于巴基斯坦的一个古老

神话故事，主人翁阿拉亚是个勇敢、自

信、正义的小男孩，在拯救了一只捻角

山羊后，拥有和动物说话的能力，在护

送捻角山羊回家的路上与盗猎者、狼

群斗智斗勇。故事中融合了中国和巴

基斯坦两国及两国人民在保护自然、

敬天爱人、积极乐观、追求正义等方面

共同的价值观。

哈克大使表示，驻华使馆及他本人

对中巴首部合拍动画电影《奇幻森林之

兽语小子》十分期待，还表示使馆将全

力提供支持，作为两国建交 70 周年之

际使馆的一项重要双边人文交流工作。

（姬政鹏）

中巴首部合拍动画电影
《奇幻森林之兽语小子》有望暑期上映

◎开拓题材类型注入新活力

◎新一代中国动画电影增添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