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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传：一部未来世界的纪录片

《流浪地球 2》没有延续《流浪地球》

的故事，准确说，“小破球”的续集，其实

是一部前传。

在郭帆的计划中，《流浪地球2》会被

拍摄成一部关于未来世界的纪录片，一

切真实可触。为此，他给“小破球”重构

世界观，邀请中科院多学科专家组成“顾

问天团”，尝试以图书馆分类学的方式，

按学科排列，基于现实世界里的国别、工

种、文化的多样性，构建电影世界的多样

性。单是《流浪地球2》的世界观部分，郭

帆写了 20万字，他希望“电影画面中所

有的部分，都有出处”。

《流浪地球 2》将带观众回到大灾难

发生前的地球，前作中，吴京饰演的为家

国牺牲的刘培强，此时正值年少，经历着

结婚生子，他第一次体会到了家庭的责

任感。而从鸣谢名单走到台前的刘德

华，成为了一名工程师，在与AI的纠缠

中，他不过想让女儿活下去。两位父亲，

撑起了电影中的个体故事。

个体之外，一场席卷全人类的“太阳

危机”即将来袭，人类文明的延续面临巨

大挑战。在影片“起航之前”预告中，世

界已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巨大的太阳仿

佛燃烧的火海，将要把地球吞没，从天而

降的火球分秒间刺破天际，而遥相对望

的月球因太阳危机的影响受到了巨大影

响……

末日危机之下，三位科学家正向世

界民众讲解“流浪地球计划”的可行性。

一些民众对“太阳危机”是否会到来产生

了怀疑，另一计划，将记忆和部分意识上

传数字生命世界从而实现“永生”的“数

字生命计划”，悄然诞生。

当未来世界身处末日倒计时，被恐

惧感包裹的人类将如何选择？人类能否

团队一致对抗灾难？团结是如何进行

的，从不团结到团结的过程又是什么？

人类又是如何动用全球资源，在大灾难

发生前建造了一万座行星发动机把地球

推走的？“这是我们真正想在电影中继续

探讨的”，郭帆说。

《流浪地球2》的故事，徐徐展开。

技术：肉眼可见的升级

在吴京的记忆里，《流浪地球2》拍摄

期间，郭帆每天喝5杯咖啡，睡4个小时，

能连续工作 45天。在工作人员的记忆

中，电影宣传期的郭帆可以5天不睡觉，

一杯冰咖啡下肚，又能精神饱满坐在采

访间，与记者们谈笑风生。采访间隙，甚

至不忘跑趟剪辑室改片子。

郭帆觉得，这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

事儿，“这说明，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

改进”。

《流浪地球》上映时，评论界夸赞影

片带领中国科幻电影完成了从 0到 1。
《流浪地球 2》开拍前，郭帆也这么认为，

但拍着拍着，他又“反悔了”，“我们现在

还是 0到 1”。2200人的剧组，来自全球

的万名群演，中国与海外摄制团队同时

开拍……在郭帆看来，如此庞大的摄制

团队，运行已远非过往经验所能覆盖，他

必须再次“摸着石头过河”。

郭帆跟北京电影学院共同开了个课

题，北电派出 20多名实习生进组，驻扎

在《流浪地球2》的每个部门，他们只做一

件事，记录错误。影片杀青，郭帆拿到的

错误清单，A4纸摞了半米。“我们一定要

把犯过的错误记下来，然后复盘整理，这

样才有助于我们不断去积累电影工业化

经验，让更多同行去使用。”郭帆说。

尽管郭帆不认为《流浪地球 2》已经

为中国科幻电影开启了“从 1到 2”的征

途，但他并不否认，《流浪地球2》的水准，

已经能赶上普通的好莱坞科幻片制作。

在出品方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傅若清的介绍中，《流浪地球

2》按照工业化流程进行，从剧本策划，到

预览拍摄，到后来影片拍摄过程中，全部

渗透了郭帆导演及剧组团队带来的全新

制作理念和创作理念。

事实上，工业化流程的确渗透了到

了拍摄的各个环节。

电影正式开拍前两个月，制作团队

就用虚拟拍摄的方式拍完了整部影片，

剧本从文字变成了一部可视化动画。

《流浪地球 2》拍摄现场，共有 10个

实景摄影棚，面积超过 100 个足球场。

他们总共搭建了 102个科幻类主场景，

置景展开面积超过 900000平方米。团

队共绘制5310张概念设计，9989张分镜

头画稿，制作超过 6000镜视效镜头，以

及95000件道具、服装制作。

他们还拥有了自己的机械生产大车

间。大型装置、机械臂、UI控制源、3D打

印、数字建模……这些新技术应用在电

影制作上，帮助电影制作完成了一次质

的飞跃，“打个比方，以前我们做一个零

件，可能是手工、木雕、拼贴做的，你要是

跟道具师说，再给我做 100个，他肯定就

疯了。我们现在用的是，数字建模、3D
打印、机床雕刻，既可以用在视效上，又

可以用在道具制作上，我们就可以大规

模产品化生产。之前做一件宇航服都要

花费很多时间和力气，这次我们一下做

了20多件，很快做好。”

对于演员吴京而言，最直接的感受

是，“工作人员给我穿航天服，原来最快

需要15分钟，现在最多1分钟，一个架子

撑着，咔咔咔一顿操作。”道具也早已不

是“手工作坊”产品，用他的话说，“道具

肉眼可见的仿真度很高”。虽然一直对

科幻片“无感”，吴京也由衷慨叹，在《流

浪地球 2》的拍摄现场，“很真实，越来越

相信这个故事”，他期待早日看到，特效

加入后的最终效果。

在电影已曝光的画面中，前作中令人

印象深刻的行星发动机经过制作团队全

方位优化，细节度惊人。与地球行星发动

机迥然不同的月球发动机也是想象力十

足，观众置身大银幕前，能够获得“推走”

月球的观影体验。而作为科幻历史上经

典的科幻元素之一，庞然大物太空电梯穿

越天际，连接地球与宇宙，而这，则是太空

电梯首次出现在华语科幻电影中。

演员：吴京种下科幻种子，

刘德华“上天下海”

吴京和刘德华已经 11年没合作了，

上一次合作还是《新少林寺》，彼时，戏中

二人“一直打一直打”。《流浪地球 2》里，

吴京和刘德华成了父亲，他们有着共同

的目标——守护家庭。

吴京给两人多年后的这次合作取了

个名字——“京华一梦”。他仍然记得，

《流浪地球2》里有场戏，二人为了守护家

庭的人，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谁也看不

见谁，却传递出了相似的情感，“所有对

白、心理节奏是那么一致”，吴京说，这场

戏就像一个梦，默契、同步。

影片曾释出一张二人角色叠影，注

视彼此的海报，在刘德华饰演的工程师

图恒宇眼中，人工智能MOSS就是女儿

的未来，而对于刘培强，则是要为了儿子

通过MOSS的面试。

影片发布会上，刘德华首次谈及角

色，坦言“这个角色不好演”，“我饰演的图

恒宇是一名科学家，因为角色需要戴着一

副600度的眼镜，每天都在‘摸索’，也正

因为角色的独特性让我在表演上改变了

很多。”刘德华介绍，拍摄时，他不仅要学

习穿航天服，穿上后，怎么呼吸，关节怎么

活动，戴着两层手套，还要保持手指能够

隔空操作小零件的灵敏触感，“只能多

练”。最危险的一场戏，令他至今心有余

悸，穿着比航天服重30斤的潜水服，深入

8米的水下拍摄，还要模拟晃动，“当整个

人浸在水里，还是会涌上一丝恐惧”。

《流浪地球2》中，吴京饰演的刘培强

正年轻，刚遇见了心爱之人，组建家庭，

当上父亲。他像每一个普通的父亲一

样，守护自己的孩子。在吴京的眼中，

“刘培强无论环境变得多么糟糕，无论他

在外面受了多少委屈，为了牵挂的人，他

都会努力地活着。”他去应征航天员、在

太空拍打戏，一切都是为了救他的孩子。

而对于吴京而言，出演刘培强，又何

尝不是为了孩子？吴京透露，从未想过

自己能演科幻片，是妻子谢楠鼓励了他，

“哪怕为咱们孩子埋下一颗科幻的种子

呢？”从四年前的《流浪地球》，到如今的

《流浪地球2》，吴京的儿子从4岁长到了

8岁，去现场探班，满是好奇。

吴京相信，对于未知世界的向往，推

动了人类的进步，科幻电影将给孩子们

对于未来的想象，提供具象化的呈现。

看过《流浪地球》的孩子们，一定会好奇，

《流浪地球 2》将发生什么新的故事，“你

说，科幻的种子种下了吗？”

除了吴京、刘德华，“老戏骨”李雪健

的加盟也备受关注。李雪健感叹：“当演

员42年了，第一次拍摄科幻片。”对于李

雪健的演技，郭帆赞不绝口，“我们有一

场拍摄李雪健老师的重头戏，群众演员

将近 800余人并且大部分都来自国外。

每次雪健老师表演完之后，他们会自发

起立鼓掌，他们也许听不懂李雪健老师

的台词，但无不被他所感染。”

◎主创声音

▶ 郭帆（导演）：

开拍《流浪地球2》前，我以为在第

一部基础上再度出发会相对轻松，但我

发现我们其实还是重新开始，面对的困

难都是第一部没遇过的，压力也比第一

部更重，但我们一直试图创新，一点点

地进步。我们用尽全力把没有的东西

建立出来，希望让观众看科幻片的时候

减少违和感，竭尽全力还原得更真实。

我们不敢说突破，但我们一直在探索。

▶ 刘慈欣（监制）：

看着自己的文字变为影像，这可能

是作为文字工作者最幸福的时刻。谢

谢每一位参与者让想象变为现实。希

望《流浪地球2》可以陪伴每位观众。

▶ 吴京（主演）：

在我太太的支持下我出演了《流浪

地球》，希望为孩子们埋下想象力的种

子。此次再次加盟《流浪地球2》，看着

我们剧组小到一个道具，大到一个真实

场景的置景，都有非常大的升级，特别

有成就感，我们自己埋下的种子终于可

以看到新芽了。

▶ 李雪健（主演）：

在拍摄中感受到剧组非凡的凝聚

力，就像“小蜜蜂”一样团结一心，用心

完成一部作品，我们所有人都在探索与

攀登这座叫做科幻电影的高峰。

▶ 沙溢（主演）：

这是我第一次拍摄科幻片，本以为

科幻电影更多的是无实物表演，但我们

的实际表演区域基本都是实景，这让我

在角色情感表达上发挥得更好。我已

经做好了演更多科幻电影的准备。希

望未来第三部、第四部也能叫上我。

▶ 宁理（主演）：

这个组的每个人都有着冒险精神，

我也是在这种精神感染下探索了许多

新的可能，比如吊威亚，比如和刘德华

先生在水下拍戏等等。每天我都会面

对一些新奇和冒险所带来的小小的

刺激。

▶ 王智（主演）：

我在片中饰演一名医疗兵，是一名

地球守护者，同时也是妻子、母亲。

▶ 朱颜曼滋（主演）：

和李老师演戏经常能体会到什么

叫做“浑身发麻”。

▶ 刘德华（特别演出）：

时隔四年终于可以参演，圆了我一

个真正的科幻梦，甚至到现在我还沉浸

在角色中，没有醒来。虽然前作我没有

参演，但我一直都在。

《流浪地球2》：
是科幻电影，也是未来世界的纪录片

关键词：真实可触、技术升级、种下科幻的种子

从筹备到上映，《流浪地球2》花了4年。

2019年春节档，《流浪地球》用超46.86亿元的票房，打开了中国“硬科幻”的大门。那一年在此后的诸多新闻报道中，被称作“中国

科幻元年”，而这部带着“中国科幻”蹒跚着从0到1的电影，在中国的影迷圈里也拥有了一个带着宠溺感的昵称——“小破球”。

“小破球”的续集很快启动，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活动上，《流浪地球2》正式宣布定档2023大年初一。制片人龚格尔现场透

露，新一部“小破球”将以新的故事，尝试新的制作流程，以及“更多新技术使用”。

《流浪地球2》的故事发生在“小破球”流浪之前，导演郭帆希望将它拍成一部“未来世界的纪录片”，他写下20万字，为“小破球”重

新构建世界观。他想探究，大灾难发生前，人类如何动用全球资源，建造了一万座行星发动机把地球推走？

而亲情串起了“小破球”中的每一个个体。戴着600度眼镜，头发斑白，身形消瘦的刘德华是电影中的工程师，也是一位“普通得不

能再普通的父亲”，唯一的信念是让女儿活下去！吴京饰演的刘培强回到了年轻时代，遇见心爱之人，组建家庭，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

了救他的孩子”。郭帆说，《流浪地球》是“往外走”，而《流浪地球2》“更多是往内心走”。

《流浪地球2》依旧是一部“硬科幻”，相比前作，从拍摄技术到规模，“小破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化着。虚拟拍摄把剧本变成了可

视动画。人物通过特效技术实现了各年龄段的穿梭。“小破球”的实景摄影棚面积超过100个足球场，剧组甚至拥有了自己的机械生产

大车间。在那里，数字建模、3D打印、机床雕刻，大规模产品化生产替代了手工制作，一个道具有时候就需要上千上万个零件。“上一

集，我们做一件宇航服都要耗费很多时间和力气，这次我们很快做好了20多件。”郭帆笑言“我们现在基本上想到的都能做到”。

续集一共拍了170多天，有45天，郭帆每天只睡4个小时。临近上映，他更忙了，每天“抽空睡觉”。他希望，在这个短视频需求高

于长视频的年代里，《流浪地球2》可以达到观众的预期。

电影《流浪地球2》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郭帆（北京）影业有限公司、北京登峰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影创意（北京）电影有

限公司等出品，郭帆导演，刘慈欣监制，吴京、李雪健、沙溢、宁理、王智、朱颜曼滋领衔主演，刘德华特别演出。

◎影片数字

▶ 1400天：

《流浪地球2》从筹备、拍摄，到后期制作，历时1400余天。

▶ 6000个：

制作团队共为影片绘制5310张概念设计，9989张分镜头画稿，制作超过6000

镜视效镜头。

▶ 95000件：

制作团队共制作了95000件道具、服装制作。

▶ 90万平方米：

影片总共搭建了102个科幻类主场景，置景展开面积超过900000平方米。

◎业界声音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

一个学法律的好导演，原来是个梦想家。我从他身上看到中国电影的前途和未来。

▶ 华谊兄弟CEO王中磊：

郭帆用最重要的东西打动我们，一个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情感。

▶ 登峰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片人刘开珞：

我已经看过很多遍《流浪地球》，一部好电影给心灵的震撼，不会因为时间而变化。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