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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

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

述和关于电影工作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切实履行中国电影

家协会自律维权职能，不断提

高电影工作者的法治素养、法

律知识和维权意识，中国电影

家协会于 12 月 20 日至 22 日举

办 2022 年度权益保护培训班。

全国各地的 90余名电影工作者

参加培训。培训班采取线上直

播授课的方式。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副

书记、秘书长闫少非参加了 12
月 20 日的开班式并作动员讲

话。闫少非表示，本期培训班

旨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

于电影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引领广大学员把个人的艺

术生命和民族复兴伟业紧密融

合在一起，不负时代、不负人

民，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的新征程上，以优秀的电影

艺术创作为新时代贡献力量。

希望学员通过三天的集中培

训，在深学细研中下功夫，在融

汇贯通中下功夫，在学以致用

中下功夫，提高法治观念和法

治素养，增强法律维权的本领，

将学习所得转化为艺术创作的

动力，促进电影创作繁荣发展。

本期培训班重视加强对电

影工作者的思想政治引领，紧

密结合电影工作者的维权需

求，内容丰富、师资雄厚，理论

和实践相得益彰。

在为期三天的培训中，中

国文联主席团委员、北京师范

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文

学院教授王一川围绕党的二十

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

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细致

地阐述了当前文艺的新课题、

文艺创作的新趋势等方面的内

容；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主任

谢力深入诠释了新时代新征程

中文艺工作者的使命责任，细

致讲解了文联组织在行风建设

上发挥的积极作用，勉励广大

电影工作者坚持弘扬正道，践

行德艺双馨，回应新时代召唤；

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专家顾

问委员会副主席王冬梅从电影

产业的工业化体系、电影项目

各阶段的法律相关内容、电影

项目的管理和保护等方面系统

讲述了影视产业的交易规则；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孙建红深入阐述了我国

著作权法的发展脉络，电影著

作权的权利、归属、法律关系等

有关内容，结合典型案例深入

剖析电影著作权的关键所在；

北京电影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

郁笑沣结合电影项目创作生产

的实例，从项目策划的决策依

据，制片进程的系统化管理等

方面阐述了电影项目如何精细

化管理；《中国合伙人》、《夺冠》

等片编剧张冀结合自己的创作

经历，从编剧的角度与学员交流

电影创作中各部门的沟通合作，

并分享了自己剧本创作的技巧

和心得体会。

学员们一致表示，本次培

训班突出政治理论引领，聚焦

电影维权工作，课程设置科学，

内容丰富扎实，具有较强的专

业性、指导性和实用性。通过

培训，有利于广大电影工作者

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坚定文

化自信、提高业务能力，增强权

益保护能力，提升电影原创能

力，在电影界营造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推动中

国电影高质量发展。

本次培训班是中国影协履

行自律维权职能的一次积极探

索，中国影协将继续把权益保护

作为新形势下团结凝聚电影工

作者的纽带，创新工作机制、丰

富维权手段、扩大工作覆盖面、

延伸服务手臂，更好地为电影工

作者提供维权服务，引导广大电

影工作者切实担负起“举旗帜、

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象”的使命任务，不断以优秀的

电影作品回馈人民。 (姬政鹏)

近年来，影视艺术研究非常

活跃，特别是在汹涌澎湃的技术

变革潮流中，许多实践中的问题

和现象不断出现，相关的前沿性

话题也不断相伴相生，成为创作

者、研究者、评论者共同关注的对

象。

对于“技术变革时代电影的

声音、影像与造型”的探讨，不仅

是对影视发展历程中这些重要因

素或特征的历史回顾或分析，还

会引发创作者、学者对于门类艺

术交融互动、艺术与科技、艺术与

商业、艺术与生活、思想与工具乃

至艺术本质、艺术特性等许多重

要命题的思考。

12月 20日，中国艺术研究院

影视所举办题为“技术变革时代

电影的声音、影像与造型”的第44
期影视大讲堂，本期大讲堂邀请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电影录音师、声音指导陶经；北京

电影学院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杨庆生；国家一级作曲、北京电影

学院教授舒楠；中国艺术研究院

戏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孔

培培；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

研究所副研究员金燕；中国艺术

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编审王纪

宴；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刘斐；中国艺术

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孙承健等参

与。大讲堂由中国艺术研究院

《艺术评论》执行主编、副研究员

王瑜瑜主持。

陶经在分享中表示，创作要

在新技术的支撑与参与下与新技

术之间共同衍生，当人们热忱于

高新终端（高质量影院的呈现格

式）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内容及

其电影原本的东西，即电影的本

性；对于创作人员而言，更是要在

新的技术框架当中，坚持电影本

性和作者个性的表达，因为观众

对于电影内容、对电影的担当、对

电影美的表达等是有期待的，这

是有关于审美主客体底层问题的

思考。

他还就近年来“平台电影”现

象、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作了简

要探讨：“在平台电影的终端呈现

上，我们更需要不断提高视听呈

现技术研发水平、科学制定相关

格式标准，以提升非大银幕观影

体验水平，使手机、平板、电视、家

庭影院等不同终端媒介皆有很好

乃至无差别化的视听体验，以便

电影进入影院之外更广阔的观影

人群当中，契合年轻的互联网一

代的观影需求、符合互联网时代

下的数字社交习惯。”

杨庆生在发言中表示，新媒

介既是一个限定性概念，也是一

个开放包容的概念。“所谓限定性

是指新媒介其实是把我们导向今

天和未来已经出现和即将出现的

新媒介形式。而所谓兼容并包，

则是指当代数字技术条件下新的

媒介特征，是不断颠覆传统媒介，

不断颠覆传统认知，更加强调不

同媒介之间、不同媒介资源之间，

以及不同文化群体和个体之间互

动与协同关系的特征。”

他认为今天的视听虽然有数

字技术的加持，但最为重要的还

是创作者本身的功力、素养、独具

慧眼的视野和创新的想象力，需

要依靠独特的创意、新鲜的视角、

优良的制作来获取流量和口碑。

今天在新媒介形态下，视听作品

呈现出短小的视听作品为主、参

与者众、创新者多、视听样式繁杂

等特点。

舒楠讲述了数字时代和之前

做电影音乐的区别。“2011年我跟

李前宽老师拍《星海》的时候，我

从本子开始进入，写完音乐，他带

我们到轮船上去拍摄，音乐响起

的时候，整个的调度都充满节奏

感，演员开始对白时，所有人都会

流下眼泪，那是由心而起的音乐

现场感。”

“现在的作曲更像在做电脑

程序员的工作，比如说大提琴、小

提琴拉一弓，可能会持续七八秒，

但是它把采样以后，这个声音可

以通过电子无限延展，我们花大

量的时间用电脑来模拟头脑想象

中的音色，进而形成海量音色，可

选择性无限增多。科技的发展让

更多人可以操作那些曾经专业、

庞杂的东西，但同时也会降低艺

术的门槛。”

舒楠表示，现在完成一张唱

片，做完所有母带处理后，最后一

道工序是用手机听一下：“因为我

们知道上亿人是用手机听音乐

的，手机这关过不了是不行的。

至于专业人士对声音的要求越来

越高，从立体声到全景声，电影也

一样，我们动用千变万化的音色

来模拟，其实只有一个目的——

让观众在观看电影故事时能够更

加身临其境。”

孔培培表示，随着对戏曲电

影美学与技术的探索不断走向深

入，保留戏曲传统美学精神不变，

同时最大程度增强“现代电影感”

是当前戏曲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

方向，增加舞台演出中没有的“电

影感”的声音内容，是戏曲电影化

的关键性手段之一。在这一领

域，斩获第 35届金鸡奖的戏曲电

影《敦煌女儿》，以及打破国内戏

曲电影票房记录的粤剧电影《白

蛇传·情》，都在对于戏曲声音的

虚实关系上进行了电影化的解构

与重构，从而形成了有别于剧场

演出的新的声态类型。

金燕认为，影视歌曲一直是

观众喜闻乐见的一种音乐形式。

从“十七年”时期的《敖包相会》、

《山歌好比春江水》、《花儿为什么

这样红》到九十年代的《沧海一声

笑》、《一生所爱》、《男儿当自强》

等，优秀的影视歌曲因其明显的

时代印记而成为一代又一代国人

的共同记忆。

时间进入新千年，中国电

影产业开始复苏，电视产业则

实现长足发展。影视作品主题

曲多如牛毛，其中不乏优秀之

作，但能成为群体记忆的曲目

越来越稀少。偶像歌手的炮

制，创作的工业化，使得歌曲丧

失了细腻的个人表达；互联网

的发展使得注意力被分散，观

众被分流；短视频的风行，又将

优秀的影视歌曲肢解成碎片。

下一个十年，会是什么样的社

会形态，会有什么样的影视歌

曲产生，需要持续关注。

孙承健在学术总结中表示，

在当下技术变革时代，当代电影

正经历着由“拍”至“做”的技术迭

代与观念转换过程，在此过程之

中，新的技术手段和媒介形态，从

电影本体、美学范式、观众体验等

多个层面，都对传统电影观念产

生颠覆性影响。由此，电影创作

者和研究者，必须要积极面对的

是，技术迭代与观念转换过程的

一切可能性。这其中，既包括技

术变革、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各种

可能性，更包括技术与艺术融合

所可能产生的各种致变性因素。

与此同时，还需要反思，在技术变

革时代，电影本质中，那些能够触

动人的情感和灵魂的东西，将会

表现为怎样的形态。

本报讯 12 月 24 日，儿童科幻动画电

影《飞向月球》在香港紫荆花电影节获得

“最 佳 儿 童 影 片 奖 ”、“最 佳 导 演 奖 提

名”、“最佳男配角奖提名”。 总导演孙

立军首次提出了全球创新性概念——

“数字虚拟角色”。电影打破了真人与

“数字虚拟角色”的界限，“最佳男配角奖

提名”更是以“数字虚拟角色”的身份参

与电影节评选，并获得“最佳男配角奖”

提名。

在全球范围内，“数字虚拟角色”首

次获得评委会认可，也是在全球电影节

上“数字虚拟角色”首次获得提名奖殊

荣。这是在数字技术不断发展背景下，

影视制作技术与艺术发展的重大突破。

“数字虚拟角色”的塑造需要演员“全程

动作无死角捕捉”和动画师的二度创

作。此次“数字虚拟角色”获奖，意味着

传统真人电影和动画电影的界限将真正

融合，具有划时代创新意义。

《飞向月球》中 8 岁的陪伴型机器人

“董小宝”是在当前“元宇宙”及“数字虚

拟角色”概念背景下，打造的全球首位全

新概念的数字儿童演员。得益于专业的

演员及数字技术加持，“董小宝”这个角

色具有复杂情感内核和儿童造型外化的

双重属性，是经得起大银幕推敲的“数字

虚拟角色”，通过此角色展示了电影贯穿

始终的爱与陪伴合家欢类型作品。

电影中的“数字虚拟角色”——“董

小宝”由演员苏娜出演，是以一个 8 岁的

孩子造型形象出现在“数字虚拟角色”

中。不同于传统表演意义上演员在银幕

前的表演，《飞向月球》的银幕形象不限

于某一个具体的真人形象，而是通过“数

字虚拟角色”进行真人专业演员跨性别、

跨年龄、跨形象的塑造，这是区别于传统

真人演员在银幕前的表演关键所在。“数

字虚拟角色”——“董小宝”幕后用了全

程动捕技术来完成角色塑造，借助技术

呈现，通过面部表情动捕、肢体动捕，全

程捕捉细致到手部的各关节动作的捕

捉，改变以往动画形象的程式化表演。

电影以儿童的视角、丰富的视听语言，结

合科幻的题材，“数字虚拟角色”与真人

角色的互动，基于国人的生活习惯和思

维方式，全方位的对 30 年后愈发智能

化、现代化的生活状态展开了宏观想象。

《飞向月球》通过表现人工智能和人

类情感的相互关系，对未来虚拟世界价

值观构建了真实人物，并对老龄化现实

话题量身定制的“虚实相生”作品。通过

一老一少在月球上发生的故事，生动立

体的展示了真实人物与“数字虚拟角色”

之间由排斥到内化为亲情的故事。电影

通过独居老人和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亲情

现实题材为基准，结合未来科技和登月

奇观等视觉呈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影

像叙事风格，通过日常生活的冲突和矛

盾，展现了宇宙中人类共有的人文情怀，

电影的商业逻辑性和人文情感的表达妥

善融合，弘扬了人性的“真、善、美”。

全片将虚拟拍摄技术、实时预演技

术、实时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捕捉技术、

游戏引擎制作技术相整合，打造了全球

首部“数字虚拟角色”和真人实拍的科幻

动画。影片运用了虚拟数据模型，在角

色动作和光影色调上，表现流畅自然。

更是运用了“超小绿幕”，把握了虚拟制

作中的小、精、准等优势，降低了制作成

本，减少了制作周期，为我国电影高新技

术发展做出了探索尝试，将虚拟与现实

之间的时空打破，呈现出一种虚拟和现

实之间交互的空间视觉美感，为“后疫情

时代”的电影制作探索提出一套新的可

能性。

总导演孙立军表示，获得佳绩后，也

更加笃定，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

虚拟角色”可进入到寻常百姓家，是真正

的意义的“合家欢”类型电影，更是做到

了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突破，具有划

时代意义。

（影子）

本报讯 跨年爆笑喜剧《绝望主夫》近

日发布“撞大运”版海报及终极预告，片

中主人公胡铁男（常远饰）被神秘力量送

入异世界，即将开启一场笑料不断的主

夫变形之旅，影片轻松幽默笑点密集，将

会陪伴观众热闹迎接 2023年。

《绝望主夫》设定了一所主夫学院，

在最新发布的终极预告中，刚刚进入异

世界的胡铁男爆笑反抗，试图改变游戏

规则，尽管他使出浑身解数，却依旧被送

入主夫学院进修。预告中，异世界孩子

们的童话如《小蝌蚪找爸爸》、《灰小子》、

《白雪公子》等故事出现的男女错位，揭

示了胡铁男与妻子许薇薇夫妻关系之间

的换位，小细节处萌生逗趣笑点又富含

深刻意蕴。进入异世界的胡铁男，生活

发生了巨大改变，从岳父的理论“娶鸡随

鸡娶狗随狗，男人就得跟着女人走”，到

女儿的真心话“我喜欢现在的爸爸”，胡

铁男逐步明白妻子许薇薇的不易，也一

步步学会理解和尊重她的付出。电影

《绝望主夫》虽然讲述了一个错位的故

事，但却用夸张的手法展现了女性在家

庭和工作中面临的种种境况，通过别具

一格的喜剧表达方式，让观众在轻松爆

笑的体验之余，也能获得更深层次的理

解和感悟。

《绝望主夫》由北京猫眼微影科技有

限公司、上海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上海爱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长影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天津猫眼微影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泰洋川禾文化传媒（天

津）有限公司出品，北京星汉影视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广州华新翰洺文化有限公

司、北京琦观天下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厦门金逸传媒有限公司、福建白杨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舞彩飞扬（北京）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北京团圆影业有限公司、

上海百里挑一影业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将于 2022年 12月 30日全国点映，12月 31
日跨年档全国上映。

（影子）

《飞向月球》获香港电影
紫荆花电影节“最佳儿童影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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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主夫》发布终极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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