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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29日，电影《流浪

地球 2》“我们，来了”全国路演到

达深圳这座充满朝气的科技都

市。影片导演郭帆、领衔主演吴

京、沙溢、王智，摄影指导刘寅，美

术指导/造型指导/概念设计指导

郜昂，视效总监魏明、丁燕来、徐

建，制片人龚格尔，联合制片人张

宁来到活动现场，与观众进行真

诚互动。美术组制作总监杨旭空

降影院，更将片中的真实拍摄道

具 EMP 枪带到了现场，让吴京回

忆起了拍片时的“艰苦”经历。“感

谢你们能带给我们一部这么恢弘

的中国电影”路演现场观众也对

影片进行了全方位告白，更有小

朋友灵魂拷问主创自己几岁能看

到《流浪地球 3》。

截至 1 月 31 日，该片收获票

房近 28 亿元，多平台口碑领跑，

海外评分也在持续上涨中。《流浪

地球 2》用全面升级的幕后制作、

极其精细的道具细节与设计工

艺，让想象成为现实，在开年的全

国大银幕震撼开启中国科幻电影

新篇章。

美术组制作总监带真实拍

摄道具上场引发回忆杀

《流浪地球 2》路演今日到达

深圳这座充满朝气的科技城市，

片中的众多道具、设备也是在这

里制作完成的。美术组制作总监

杨旭空降影院，应景的将片中的

真实拍摄道具 EMP 枪带到了现

场，主创们也借此回忆起了拍摄

时的种种趣事，吴京笑谈自己拍

片时要举道具抢一下午的“辛酸”

往事：“重达几十斤，还好我是练

过的。”并感慨自己也想不到曾经

想象中的道具能被一比一还原。

饰演韩朵朵的王智也感叹道：“大

到 UEG 基地，小到刘培强向韩朵

朵的求婚戒指，都经过幕后工作

人员的精雕细琢。感谢他们的付

出。”郭帆导演还在路演现场回应

了“郭帆化缘大师”的话题，感谢

每一位被自己“忽悠”来的工作人

员 ，是他们的慷慨助力才让《流

浪地球 2》得以实现。一旁的吴京

还“补刀”说自己是被导演“骗”来

的，并“期待第三部他怎么把我骗

来。”

现场还有不少小观众踊跃发

言，一位初中生向吴京提问“如果

有一天，你遇到遭遇各种苦难后

的刘培强，你想想对他说些什

么”，吴京真诚应答“我会祝福他

新年快乐”，并对角色的坎坷人生

进行了解读：“刘培强面对坎坷后

仍旧坚韧无比，这是每一个与生

活作战的普通人的缩影，我希望

通过这个角色向每一位平凡普通

人致敬。”一位小朋友感谢王智对

电影的付出，被她片中的光头形

象吓了一跳，还灵魂拷问主创“我

现在八岁了，我几岁可以看到《流

浪地球 3》？”更有小朋友激动表

达：“最爱沙溢饰演的航天员张

鹏，当他说出‘中国航天员，五十

岁以上出列’时，自己被狠狠感动

到。”现场的气氛一次次被这些童

言童语点燃，郭帆导演也多次感

叹“这就是我们拍摄中国科幻电

影的意义。”《流浪地球 2》凭借超

强的感染力，让各个年龄段的观

众纷纷动容，也将关于宇宙的想

象力根植在了孩子们心中。

导演郭帆：

“未来只想拍科幻片”

路演现场有不少观众表示自

己已经三刷、四刷甚至五刷，主

创们也对此表达了感谢。其中

甚至出现了郭帆导演的“生命

粉 ”：“ 今 天 是 我 第 四 遍 看《流

浪地球 2》，感谢全体主创以真

诚与坚持带给我们这部优秀的

电影。就像郭帆导演说过的‘借

影片带给每一位观众力量与抚

慰’，《流浪地球 2》给了我许多力

量，也让我摆脱了多年对死亡的

焦虑感。我会一直陪伴小破球

的。希望导演好好休息，继续创

作佳片。”还有不少观众关注到

了电影的各种细节，包括每个角

色名字的隐藏彩蛋，导演还现场

解读了马兆的名字：“马对应数

码的码，而兆则对应数词兆。”关

于图丫丫的房间出现很多兔子

元素，美术指导郜昂解答道：“因

为图丫丫属兔，没想到在兔年春

节上映正好应景，同时衣服上小

兔子图案也随着不同场景进行

着变化。”这种令人惊喜的隐藏

细节也难怪观众会直呼《流浪地

球 2》是“细节控的天堂，每一刷

都有新发现。”

一位“五刷”的观众除了向电

影表白外，还替身在西班牙的朋

友询问海外上映计划，企盼朋友

在欧洲也能与《流浪地球 2》相

见，导演也现场承诺“我们会陆

续在多个国家上映，让越来越多

人看到我们的中国科幻电影。”

此次深圳路演信息量巨大，被问

到未来拍片计划时，郭帆导演直

言“对其他类型电影没什么想

法，只想先把科幻片做好”，正是

这种专注的态度，让中国科幻电

影在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有机会

不断大步向前开启新篇章。视

效总监魏明也表示在创作过程

中，大家一起努力互相给予信

心，他也借用了一句电影台词来

说给导演听：“导演放心，我们的

人一定可以完成任务。”两万多

名台前幕后的工作者的共同努

力，造就了如今的《流浪地球 2》，

以后也将会有更多人一起继续

为中国科幻电影努力。正如导

演所说“中国科幻电影的壮大是

由创作者和观众一同完成的”，

支持当下的《流浪地球 2》，也同

时期待未来更多优秀的中国科

幻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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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公司出品。北京阿里巴巴

影业文化有限公司、融创未来文

化娱乐（北京）有限公司、万达影

视传媒有限公司、墨境天合无锡

数字图像科技有限公司、潇湘电

影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上狮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上海华策电影有

限公司、宁波合乐影纪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抖音文化（厦门）有限

公司、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

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厦门

光合无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保

利影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自由

酷鲸影业有限公司、深圳市一怡

以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霍尔果

斯联瑞木马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华文映像（北京）影业有限公司、

上海瀚纳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宁波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英皇电影发行 (北京)有
限公司、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四川科幻世界杂志社有限公

司、之江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新

浪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浙江

横店影业有限公司、阿那亚影视

文化有限公司、北京酷鲸影视文

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中影数字

院线（北京）有限公司、辽宁中影

北方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市中影南方电影新干线有限

公司、陕西广电影视文化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北京国影纵横电影

发行有限公司、珠江电影集团有

限公司、峨眉电影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笨小孩影视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联合出品。中国电影股

份有限公司、郭帆（北京）影业有

限公司发行。霍尔果斯联瑞木

马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天津猫眼

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淘

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北京登

峰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

发行。郭帆（北京）影业有限公

司、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电影制片分公司制作。影片正

在全国热映中。

本报讯 日前，即将在 2月中旬举

办的第 73届柏林电影节公布了各个

单元的影片名单。张律执导的影片

《白塔之光》入围了主竞赛单元，这也

是他 16年后重回柏林主竞赛，张律导

演曾凭借《界》入围了 2007年柏林主

竞赛。

今年的柏林电影节是疫情以来中

国电影为数最多的一次集体“出海”。

中国导演邬浪导演的长片《雪云》入围

奇遇单元，改编自他在 2021年入围戛

纳短片竞赛单元的同名短片。雷磊导

演的《发光的河》入围论坛扩展单元，

他导演的上一部长片《第二个和第三

个妈妈》入围了 2022年的鹿特丹国际

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韩帅导演的《绿

夜》入围全景单元，他曾在 2021年凭

借《汉南夏日》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新

生代儿童单元最佳影片。

田晓鹏导演正在热映的春节档

新片《深海》、劳馨莹导演短片《小晖

和他的牛》、朱云逸导演的实验短片

《另一面镜子里的梦中之梦》入围新

生代儿童单元。赵浩导演的《一时一

刻》、刘博濠导演的《火箭发射时》入

围新生代青年单元。张大磊导演短

片《我的朋友》和程宇导演短片《亲

密》入围短片竞赛单元。郑保瑞导演

的《命案》入围特别展映单元。张大

磊导演的剧集《平原上的摩西》入围

剧集展映单元。

新海诚新片《铃芽之旅》票房已经

突破 100亿日元，该片也顺利入围本

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成为继《千

与千寻》后第二部入围该环节的日本

动画电影。宫崎骏导演后继有人。该

片讲述 17岁的少女铃芽偶然遇到了

神秘的“闭门师”草太，二人一起踏上

了关闭灾祸源头之门的冒险旅程。一

路上铃芽收获了友谊、得到过帮助、遭

遇到危险，更直面了灾难与生死的人

生课题，最终完成了自我治愈和成长。

柏林电影节，是当今世界最具影

响力的国际电影节之一。按照计划，

本届电影节将于 2月 16日-2月 26日

举行，克里斯汀·斯图尔特担任主竞

赛评委会主席。值得一提的是，继两

年的线上接洽后，柏林电影节的特色

组成部分欧洲电影市场今年也将重

回线下。

（姬政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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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墨迹》新书发布会

暨捐赠仪式在北京市亦庄镇亦花园书

店举行。

作者凡悲鲁为当代艺术家，这三

个字分别代表三个人物，“凡”是凡高，

“悲”是徐悲鸿，“鲁”是鲁迅，这三个伟

大的人物是凡悲鲁少年时期产生巨大

影响的艺术家。凡悲鲁希望能够汲取

他们身上的艺术精神，创作出有思想

性、艺术性、观赏性的作品。

《墨迹》画册是一本以凡悲鲁在

2020年的创作手稿及影片的前期设计

为集结的出版物。其中囊括了凡悲鲁

的创作绘画作品、设计作品，同时收录

了画稿约 200多张。通过画稿我们会

发现，凡悲鲁运用传统水墨技法，即兴

且生动地演绎了角色的“动”。即兴创

作是凡悲鲁近些年一直在努力践行的

理念，以传统意义上的创作为导向，还

有着理性的一种综合意境解读，着重

表达即兴的独特性。画册名字“墨迹”

两个字，凡悲鲁的解读充满意趣而又

贴近生活：“墨”代表了无限可能性的

笔尖自由，赋予了其中戏曲角色的创

新和纸上媒介的质感。在传统文化

中，借用墨分五色的层次，“皴擦点染”

的手法，在国画宣纸、报纸甚至办公用

的废弃的纸张上，都晕染开了生活的

温度、创新的灵活度以及角色的表演

深度；而“迹”则代表了艺术家凡悲鲁

本人在创作中反复思考，不断打磨作

品的“磨磨唧唧”创作趣味，使得画作

既含有传统戏曲角色的魅力痕迹，也

有着从艺术创作的即兴中汲取到无限

可能性的东方美学创新精神。不拘泥

程式化的材料，不仅有传统意义的水

墨画，有些作品还有着油画颜料的材

料介入。

凡悲鲁多年来始终坚持为公益事

业献出一份爱心，在此次发布会现场

也举行了图书捐赠的公益行动。据

悉，此次发布会联合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协在线上线下同时发起善款募捐活

动，展出了 8幅以墨迹主题特别绘制

的手稿。发布会中，拍卖者线上的来

自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法国等国

际读者，以及中国各地相关的读者，线

下会场数十人参加。凡悲鲁秉承关爱

老人和传承、传播优秀中华文化的创

新精神，其作品还会前往河北省张家

口市怀来县坊口村——“全世界最小

美术馆”水包美术馆进行展映，做到艺

术和公益相结合。

（影子）

本报讯 近日，电影《纸骑兵》接连

获得第 23届美国月舞国际电影节最

佳故事片奖和第 5届巴黎国际电影节

荣誉奖，并入围第 14届美国爱德华电

影节和第 32届美国 Cinequest电影及

VR电影节。

《纸骑兵》由范小天、陈聚之执导，

范小天、焦欢编剧，郭俊辰、李凯馨领

衔主演，谢承泽特别出演，由上海肩上

鸟影业有限公司出品，苏州工业园区

塞奇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安徽再

芬黄梅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

品，苏州福纳影视艺术学校联合摄

制。电影改编自著名作家苏童的小说

《骑兵》和《纸》，故事以两男一女的青

春爱情纠葛为框架，聚焦逐梦的酸甜

与苦楚，将人的生存方式、生存状态以

及思考像雾一样弥漫在江南水乡里。

《纸骑兵》是印象·南方作家电影

的第一部作品，这也是导演范小天多

年来构思的电影范式表达，将“文学”

与“电影”相结合。他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便同很多作家和艺术家推出了

“南方派作家电视剧”，并制作了很多

收视和口碑俱佳的影视剧。某种意义

上，印象·南方作家电影是影像化创新

的再一次深耕和延续。范小天表示：

“这并不是单纯字面理解上的‘南方’，

不具体到地域上的南方，最重要的是

南方式的文化、气韵和思维方式等。

我们追求的印象·南方作家电影，希望

能用悲悯的独特的目光看待包括自己

在内的芸芸众生。”

此前，电影《纸骑兵》已荣获和入

围 31个国际电影节 56个奖项，比如，

第 55 届 美 国 休 斯 顿 国 际 电 影 节

（2022）最高奖——评审团特别奖，获

第 17 届美国奥兰多电影节（2022）最

佳外语片奖等。聊到最近几次在国际

电影节上的获奖，范小天透露，众多国

外观众被电影《纸骑兵》的故事打动，

也领略了江南乃至中国文化的迷人魅

力。他分享起电影的“梦想”主题：“情

感是最大的公约数，我们看那些动人

的电影，听那些动人的故事，归到最

后，可能就是一句话：有共鸣。‘梦想’

从不是一个老话题，人人都是有梦想

的。”

除了拍摄完成的电影《纸骑兵》，

范小天还有六七个电影已完成剧本创

作，其中包括根据范小青小说《赤脚医

生万泉和》（入围茅盾文学奖）改编的

电影和范小天小说《三套车》改编的大

运河题材电影，“我们想先拍摄《赤脚

医生万泉和》，风格戏谑幽默。目前正

在堪景中，故事主要表现乡村赤脚医

生万泉和的美好与悲悯——虽然万泉

和文化知识水平不多，但他纯洁善良，

待人真诚。万泉和的美好穿越时间、

跨越年代，与当下社会的一些不良现

象形成对照，更显弥足珍贵。同时，我

们也在着手改编毕飞宇的小说《叙

事》，横跨三代人，也是一部大格局的

作品，合同已经签订，改编思路已经基

本成形。”

（土山）

多部中国电影入围柏林电影节
张律《白塔之光》竞逐“金熊奖”

《纸骑兵》获得第23届美国月舞国际电影节
最佳故事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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