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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2日，2022中国艺术研究

院电影电视评论周——“艺术与科

技共振：数字技术时代的电影·美术

及其未来发展”学术论坛在线上举

行，近三十位国内学界资深专家、一

线创作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数字

时代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解析数

字技术与电影文化相关理论命题以

及中国电影美术理论及其话语体系

的当代建构。

用电影美术语言

讲述中国故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家协

会副主席尹力在论坛致辞中表示，

站在建设文化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

图上，怎样在数字时代生产更加优

质的电影产品，让电影表达这个时

代的精神，这是大家共同关注的话

题。在区块链、数字化、元宇宙、虚

拟拍摄、第三代互联网等这些新的

概念下，数字时代电影的样貌和对

电影美术的定义都在发生变化。

全国政协新闻局原副局长，中

国纪录片协会副会长张海霞表示，

作为一名在全国政协工作 30多年

的老同志，也是中国文化事业发展

的见证者、亲历者和记录者，见证

了中国文化自信的巨大提升，见证

了中国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繁荣

兴盛历程。用中国电影美术语言，

讲述中国故事，传播正能量，实现

从“走出去”、“走进去”到“请出去”

的飞跃，通过电影在世界舞台上展

示健康中国、快乐中国、幸福中国、

自信中国的形象，是时代要求，也

是艺术永恒追求。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

研究员赵卫防认为，电影美术是构

建电影艺术的重要方面，是电影造

型的重要手段，也是构建电影本体

的重要内容。中国电影美术在延续

中国传统美术的基础上进行着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特别是在电影

美术从理论到实践层面发生着变革

的当下，中国电影美术营造出了符

合当代电影艺术发展和不同代际观

众诉求的观赏效果，也出现了像霍

廷霄、曹久平、张叔平、全荣哲等新

一代的美术大师。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

孙承健也表示，当代电影美术已经

开始由边缘走向中心，逐渐确立起

在创作中视觉表达的主体性地位。

“技术的迭代、创新和发展，不仅仅

只是一种视觉的炫技，而是要构成

叙事的戏剧性要素，要始终围绕民

族文化表达，围绕讲好中国故事而

展开。”

电影美术在数字技术时代

愈加重要

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研

究员贾磊磊；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中

国电影美术学会会长霍廷霄；上海

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美术指导吴嘉

葵；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

究院院长、教授；《北京电影学院学

报》主编吴冠平等专家学者、一线创

作者围绕“中国电影美术理论及其

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边界与超

越：中国电影视觉主体建构及美学

追求”、“视觉性转向与电影美术在

当代电影中的功能和定位”、“新时

代·新场景·新观念：数字技术时代

的电影美术”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大家一致认为，当下任何一部

影片的视觉表达，都无法脱离电影

美术的整体视觉解决方案、整体美

学设计。从概念出发，到具体实施，

数字技术时代的电影美术，承载着

愈加重要的本体功能、愈加重要的

艺术使命以及愈加重要的社会

职能。

霍廷霄曾四次获得中国电影金

鸡奖最佳美术奖，他表示：建立新的

美学体系需要有对视觉美学前期的

认知。视觉美学定位对新的电影美

术有很大挑战，它不仅是在技术层

面上完成，还是对本体美学定位的

认知程度。近几年的中国电影，尤

其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性发展，让

中国电影人不断思考“如何能完成

新的视觉美学定位”。

他认为，从去年奥斯卡提名的

几部好莱坞影片来看，包括获得最

佳美术奖的《沙丘》，好莱坞对美学

工业化体系、美术的定位，尤其是当

代电影美术的定位有很多明确的思

想。韩国影片中的叙事方式、镜头

表达以及镜头处理方式也值得学

习。“我们不仅要关注中国电影，还

要看到世界电影的进步。”

吴嘉葵初进上影时，曾参与制

作过《三毛从军记》等影片，用物理

特技的方式来完成影片的特技场景

设计。在转向做电影美术时，参与

了《紧急迫降》这一国内较早运用大

量数字特技的电影。

他表示：“数字技术在场景和美

学上给电影创作带来了很多帮助，

影视美学由于数字时代的到来得到

了更好的延展和递进。在接下来的

很多影片创作中，因为新技术的运

用，打开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到

影视创作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

也在一些影片中得到很好的运用，

比如影片《极地营救》、《钱学森》中

的数字技术都对场景展现和美学表

达提供了助力。”

用科技赋能电影美术创作

科幻短片《诞辰》导演李炼、凭

借《独行月球》获得第35届中国电影

金鸡奖最佳美术奖的美术指导李淼

分别从各自的创作出发，介绍了虚

拟制片、3D打印、AI绘画等技术在

电影美术创作上起到的作用。通过

科技赋能电影美术创作，已成为从

业者的共识和普遍操作。

李炼《诞辰》为例，讲解了全虚

拟制片的流程，他说全虚拟制片是

剧本创作、美术设定和资产准备同

时进行，分为剧本创作和分解、表演

捕捉、预演、LED环幕拍摄几个大模

块，一共用时 9天，而按照传统制片

方式，则需要花费41天。

据他介绍，整个虚拟制片流程

分为前、中、后期。第一步在剧本分

解阶段，就开始进行场景设计、虚拟

场景制作、虚拟堪景、虚拟服装设计

和制作，包含根据真人演员定制的

虚拟角色设计。第二步是预演，包

括动作/表演捕捉、虚拟拍摄，并根据

虚拟拍摄内容同时进行的剪辑和声

音设计。第三步是做拍摄时间表，

即依据预演结果重新定制拍摄内

容，并在这个过程中对场景、数字资

产以及上屏的数字视效进行细化加

工，解决在屏上呈现真实数字场景

的问题。第四步是 100％在 LED屏

幕上实拍。第五步是精剪、声音设

计、混音和调色。

李淼则分享了《刺杀小说家》、

《独行月球》、《万里归途》的创作心

得：“在进行《万里归途》的美术规划

时，我们首先绘制了 ICO模型，接着

设计气氛图，在影都进行实景搭建，

在此基础上视效方面又进行了延

伸。《刺杀小说家》中的飞龙，前期用

3D软件模拟效果不尽如人意，于是

又通过 3D打印做出模型，这样可以

更好地思考其在物理世界如何运

动。3D打印帮助我们把想法从抽象

变成二维，从二维变成三维，从三维

变成完整具体的形象。数字技术极

大地提高了美术师的工作效率，也

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实现天马行空的

想象。《独行月球》筹备之初，我们便

首先制作了3D数字模型，并利用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实体模型。3D打印

技术速度非常快，不依赖雕塑师，并

且容易修改。”

空间美学与美术构想

应为故事服务

《爱情神话》编剧、导演邵艺辉

分享了该片的空间美学与美术构

想。她表示《爱情神话》本身是一个

爱情小品似的电影，比较轻松，所以

美术也是在为这种轻盈感服务。

“《爱情神话》并不是特别深邃的艺

术片，普通观众更想看的是故事，所

以电影中的美术设计和摄影应该要

和故事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单独服

务于好看的画面和景观。”

在城市空间上，邵艺辉并不打

算还原一个地道的上海，也没有野

心呈现一个城市的方方面面。“因为

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有限的经验

中，对城市的理解都是片面的。所

以我没有拍城市全景，甚至没有拍

一个空镜，只希望每一个镜头都是

言之有物，都是和故事有关系的。

在写剧本时，我就把拍摄场景的范

围缩得很小，一是比较好拍，二是不

希望主人公们离得太远。片中出现

两次的半露天式咖啡馆，是上海有

别于其他城市的特色，半露天式的

空间形成的背景层次更多，人物走

位也更丰富。”

而在内部空间的处理上，创作

团队选定的小洋楼总共三层，还包

括前院和露台，空间层次很丰富。

邵艺辉表示，女主人公李小姐看上

去是光鲜、洋气的高级女白领，而房

屋内部空间的狭窄让人和人之间的

界限变得模糊，充满了互相侵犯和

干扰的氛围，反映出她的实际情况

并没有那么光鲜，营造出一种反

差感。

“为了符合这个特质，在道具

上，李小姐家里摆放了很多奢侈品

空盒子，衣服很多、凌乱，都挂在外

面，书和化妆品都堆在一起。”

绘画造型是影片《云霄之上》的

明显特征，该片导演，中国美术学院

电影学院副院长、教授刘智海坦言，

他对电影的空间、场景的要求特别

高，希望打造一个真实的、现场感的

空间。

“在空间选择上，没有选择人为

搭建的影视基地，而是在浙江选择

了两千多米的山头进行拍摄。茂密

的山岭的颜色特别绿，我在绿里加

了一点补色，让颜色不要那么翠绿，

不要那么纯。此外，我希望回到有

人的现场感，找到这群战士们生活

过的地方，虽无法回到20世纪80年
代，但希望能够在精神上与他们在

同一个地域产生时空的交集，进行

对话。在人物造型上，不要求太完

美，但要有真实的年代的质感存

在。”

在他看来，《云霄之上》的诗性

表达主要表现为：在镜头上，开场基

本由长镜头构成，随着节奏越来越

快，激烈的战争场面用蒙太奇镜头，

影片节奏也从缓慢变激烈，然后又

回到缓慢；在色彩上，定义为淡彩水

墨，看似黑白片，仔细看里面还有彩

色，用水墨的方式呈现出来；在叙事

上，强调用写意的方式来呈现。

本报讯 在全国上下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之际，由上影集

团、上海电影家协会、上海市广播影

视制作业行业协会联合主办的“积厚

影流光 铸就新辉煌”——上海电影

界暨《上海市志·电影卷》（以下简称

《电影卷》）出版发行研讨会日前举

行。按照志书编纂规定，《电影卷》全

面真实记载了 1978—2010改革开放

33年间上海电影事业的发展历史和

探索历程，全卷共计 162.5万字，896
张图片，其中相当一部分史料系首次

挖掘和披露。

上海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

席、秘书长、《电影卷》编撰委员会副

主任沈文忠，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副

主任姜复生，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

海电影家协会主席、《电影卷》主编任

仲伦，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

健儿等参加并致辞。研讨会由上海

电影家协会驻会副主席、秘书长、《电

影卷》副主编赵芸主持。

《电影卷》评审组组长、上海市委

宣传部原副部长陈东，上影集团原副

总裁、《电影卷》副主编汪天云，上影

厂原厂长、著名导演于本正，上影演

员剧团团长佟瑞欣，上海戏剧学院电

影学院院长厉震林，上海电影译制厂

厂长刘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

速达，上海市电影评论学会会长朱

枫，上海市广播影视制作业行业协会

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于志庆以及上

海华策影视有限公司李志坚等嘉宾

代表先后发言，大家结合学习党的二

十大会议精神，充分交流学习体会和

志书出版感受。

“上海电影界在，电影史就在，

电影志就在，电影精神就在。”

汪天云的感叹引发了热烈掌声，

他认为编纂电影志就是写史，就是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为时代画像、为时代

立传、为时代明德的文艺思想；于本

正谈到《电影卷》的编纂，固然非常困

难，但更为重要的是，正是那么多老

艺术家前辈们的共同努力成就了这

本书；沈文忠认为一部上百万字的电

影志，记录下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

电影走过的辉煌历程，实现了为历史

存证，为文艺留痕，为后代造福的初

心；姜复生诚挚感谢各单位对《电影

卷》编纂出版的大力支持，充分肯定

了编撰人员和评审专家的辛勤付出，

《电影卷》承编、参编单位几经变化，

但不变的是编纂人员的电影情怀，以

及上海电影人精益求精、自我加压的

工作精神，才让《电影卷》成为一部内

容丰富、资料翔实的鸿篇巨制；担任

20余部志书评审专家组组长的陈东

认为修志是一项利国、利民、利天下

的好事，非经过不知难，在修志中是

最能够体现的，修志和拍电影一样是

遗憾的艺术，它的意义在于成果的应

用，前人入册，今人教化，后人可以阅

读。

“建成电影强国再谱新章，

期待下一卷电影志书更加

精彩辉煌”

《电影卷》的出版，进一步引发上

海电影界关于如何铸就上海电影新

辉煌的深度思考。研讨会上，与会代

表结合繁荣电影创作、加大人才培养

和提高行业服务等方面，就创作更多

高质量优秀电影作品、培养国际竞争

力青年电影人才，构建优质高效服务

新体系等主题进行了交流发言。

王健儿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为

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

新时代、新征程的亲历者、见证者和

践行者，要在历史中汲取养分，传承

前辈的精神，继续开拓向前。佟瑞欣

表示，《电影志》的出版对上海电影

界，对中国电影界来说是做了一件非

常了不起的事情。要让年轻演员多

看多读，要把精力聚焦在文艺创作，

聚焦在电影创作上，塑造一些可信、

可敬、可爱的人物，这是电影人的根

本。厉震林认为，要加大电影学院教

学的改革力度，加快构建产教融合平

台，把电影艺术教育推向一个新的高

度。今年适逢上译厂和美影厂建厂

65周年，刘风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

是积极打造长效的国际合作机制，提

高中外影视作品跨文化互译的模式

和层次，让中国文化更好的走出去，

让世界了解中国。速达表示将继续

秉承和发扬中国动画学派的创作理

念，铸造有根、有美、有文、有魂的精

品力作，承百年动画之星火，扬中华

民族之雄风。朱枫认为志在中文里

面是两个意思，一个是记录的意思，

记录历史，记录人物。第二个是志

向、理想、情怀的意思，《电影卷》这两

个意思都可以包括，是记录上海电影

的历史，也是记录上海电影的情怀，

电影的初心。

任仲伦总结道，上海电影从来都

有着开风气之先的勇气，从来都体现

着海纳百川的精神。像谢晋导演这

样的电影艺术家之所以赢得了中国

最多的观众，赢得了中国最多的奖

项，核心还是在于坚守为人民创造。

上海电影人将努力创造出新业绩、新

作品，让上海电影始终扎根于人民，

不负于时代。二十大报告要求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未来建

成电影强国的十三年里，中国的电影

创作者责无旁贷，希望创作出新的辉

煌，让下一本的《电影卷》书写得更加

精彩。

《电影卷》评议、审定专家、编撰

人员，上海电影界老中青艺术家代

表，影视单位、高校师生代表等 70余

人参加活动。

（上海影协供稿）

本报讯 11月 26日，国家艺术基

金 2020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

《应用数字技术的水墨动画人才培

养》举行了作品汇报与集中授课结

课仪式。项目负责人、北京电影学

院副院长孙立军主持结课仪式。央

视动漫集团动画导演陈向农，北京

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党总支书记、副

院长、项目班主任李亮，中国纺织出

版社有限公司艺术与科学图书分社

社长，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华长印，北京隆马弘

生动画制作有限公司总经理、水墨

动画导演杨登云，康智达数字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贡庆庆，北京

盛世顺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

长、制片人张春景，北京电影学院博

士后杨亮，以及全体项目学员参加

结课仪式。

《应用数字技术的水墨动画人

才培养》由北京电影学院主办，经严

格评审，项目吸纳了来自全国各地

的高校、企业的 25名学员，通过基础

理论、实践创作、参观调研、分组策

划案创作等教学活动环节，完成了

为期 35天的集中授课内容。教学内

容包括水墨动画理论研究，传统水

墨画绘画实践，数字水墨动画技术

实践，分组策划案创作等。项目旨

在探索前沿数字技术赋能水墨动画

艺术创作的方式，以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引领我国动

画创作在技术应用与作品艺术审美

观念的导向，向影视动画、8K超高清

影像技术领域及 5G 信息技术领域

输入理论素养与创新意识兼备的复

合型动画艺术人才。

集中授课的学习过程中，全体

学员以积极地态度学习、交流，创作

共十余项水墨动画策划案，其中四

部代表作品在结课仪式上进行了汇

报展示，与会专家对策划案进行了

细致的点评，并对此次集中授课的

作品成果表示肯定。

孙立军就学员策划案创作内

容，提出了“动画是什么”及“动画给

谁看”两个重要问题，强调了动画对

美育、大众审美的影响，以及其“为

人民服务”的本质，表达了对学员们

寄予的美好期望。学员也对此次项

目的高规格、高水平学习交流表示

赞赏与感谢，并在回到各自的工作

岗位后，继续完善策划案创作，完成

下一阶段的线上课程，并把学习到

的内容应用在未来的教学、创作实

践中，在数字动画领域发展贡献一

份力量。

（影子）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上海市志·电影卷》出版发行研讨会举办

国家艺术基金2020年度《应用数字技术的水墨动
画人才培养》项目完成集中授课并举行结课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