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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性思维
激活了这部中国动漫经典

3D动画电影《阿凡提之奇缘历险》国庆期间上映

在 80 后 、 90 后中国观众心中 ，

都住着这样一个经典形象， 他倒骑小

毛驴儿， 蓄着山羊胡， 表面上嘻嘻哈

哈， 却胸怀正义之心， 总能想出各种

巧妙的法子， 为老百姓伸张正义———

他便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世纪

80 年代经典偶动画片 《阿凡提的故

事》 中的主人公。

40 年后 ， 这个温暖不少人童年

的智者以更为年轻的姿态归来 。 3D

动画电影 《阿凡提之奇缘历险》 将于

今年国庆节期间上映 。 这一次 ， 3D

动画技术代替了手工偶动画制作， 阿

凡提也从原作中的大叔变为青年， 在

一场解救百姓危机的冒险之旅中， 追

捕、 动作戏轮番上演， 青年智者性格

中刚毅勇敢的一面被推至台前。

事实上， 阿凡提只是中国众多经

典原创动漫形象中的一个， 同他一起

被美影厂列入 “重启” 计划的， 还有

孙悟空、 葫芦娃、 雪孩子等。 新版创

作者对变与不变的尺度把握， 以及其

上映后产生的传播效果， 都将为激活

老经典这一命题提供重要参考。 《阿

凡提之奇缘历险 》 的艺术顾问胡兆

洪， 曾经担任过 《阿凡提的故事》 的

摄影工作。 在这位新老版本的亲历者

看来， 当年阿凡提动画的成功， 是中

国传统文化故事的先天优势与中国学

派对艺术本体之美强烈追求共同造就

的。 当下这个经典形象的回归， 需要

保留经典特色， 更需要基于新审美、

新时代的创造性突破。

是续集 ，也是对 “阿凡
提模式”的破题

堪称国漫经典之作的偶动画片

《阿凡提的故事》 一共出了 13 部， 集

纳了民间传说中的多个智慧小故事，

拼凑出阿凡提智慧幽默的经典形象。

但一个个短故事并不足以撑起一部

85 分钟的大电影 ， 于是 ， 构建一个

全新的故事成了阿凡提走上大银幕的

第一步。

与老版本中阿凡提用聪明智慧保

护老百姓的利益的故事不同， 这回阿

凡提要面对的危机更为宏大。 一场突

如其来的水荒危机打破了葡萄城的平

静 ， 青年阿凡提在百姓的信任与嘱托

下， 担负起寻回水源的重职， 与老对头

巴依、 水务官哈孜一同踏上穿越戈壁荒

川的冒险之旅。 随着调查的深入， 天灾

背后的阴谋逐渐浮出水面…… “从为邻

里百姓打抱不平， 到解决老百姓的生存

危机 ， 阿凡达的眼界和使命都更加开

阔。” 在主创看来， 这一版大电影是老

经典的续集， 也是立足当下审美习惯，

对 “阿凡提模式” 的一次破题。

新版大电影中， 巴依老爷不坏了，

阿凡提恋爱了……《阿凡提之奇缘历险》

中一系列针对人物的改变有些大胆，一

开始并未得到老一辈动画艺术家的认

可。比如，阿凡提与新增女性角色古丽仙

之间的火花，就曾引起过胡兆洪的不满，

但这条情感线最终还是说服了老动画

人。 他认为，电影中这份淡淡的情愫，填

补了过往作品中阿凡提人际交往层面的

叙事空缺， 常人的情感恰使阿凡提的形

象更为立体丰满。

《阿凡提之奇缘历险》 中也体现了

独具一格的地域风貌。 影片将喀什作为

故事发生的主场景参考地， 阿凡提生活

的葡萄城中的主建设风格参考的便是

“高台民居 ”， 力图呈现出一个丰富多

彩、 富饶安康的喀什古城。

尝试用3D技术模拟偶动
画质感

手工木偶动画的形式为 《阿凡提的

故事 》 增添了灵动的质感与艺术的温

度。 如今 《阿凡提之奇缘历险》 采用了

更为高效的电脑 3D 制作方式， 人们心

中熟悉的偶动画质感却并没有被完全舍

弃， 角色造型延续了圆润细腻的偶动画

质感。 用 3D 技术模拟偶动画质感， 正

是在致敬中孕育出的一种形式创新。

“偶动画的技术关键在于将角色做

出来。 ”胡兆洪回忆起当年的制作经历。

动画角色不但要有符合主题的精致美术

设计 ， 还要具有实用的物理运动功

能———能够定格出不同的动作。 如此一

来，从人物到动植物，再到哪怕是非生命

体， 每一个动起来的角色都要经过独一

无二的设计与制作。当年，美影厂专门

制作木偶的部门有百来号人，铁丝、塑

料、橡胶、铝、铁等材料都被运用其中，

对于材料的选用与组合， 考验的不仅

仅是制作者的动手能力， 更是融会贯

通的创作经验。主创介绍，为了还原这

种充满温度与个性的手工质感，《阿凡

提之奇缘历险》 比一般 3D 动画花费

了更多的制作精力。

对于《阿凡提之奇缘历险》，胡兆

洪也透露出美影厂老一辈创作者才有

的一丝遗憾与无限期许。原来，在创意

之初， 主创团队也曾有过用传统木偶

动画的方式制作大电影的野心， 只是

各方面的条件都未能达标。“手工定格

动画的技术经历了迅猛发展， 早就与

从前大不一样，3D 打印、 精密机械等

先进技术被运用其中。 ”胡兆洪介绍。

在这位老动画人看来， 当年 “中国学

派”之所以佳作不断享誉国际，与创作

者们孜孜不倦的美学追求， 以及在创

作形式上的不断进取息息相关， 如今

的动画人更不应丢了那份创新精神。

■本报记者 许旸

与老版本有所不同的是， 《阿凡提之奇缘历险》 中主人公所面临的危机更为宏大。 （上海美影厂供图）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海外视点

■本报记者 张祯希

2017年全球文化设施耗资99亿美元

阿布扎比卢浮宫、 开普敦非洲当代

艺术博物馆、 北京嘉德艺术中心……根

据美国数据调查机构近日发布的 《文化

基础建设指数》 显示， 去年全球范围内

共诞生 107 家艺术场馆 ， 总投入达到

99 亿美元 ， 其中包括场所翻新 、 扩建

的费用， 这两个数字均高于 2016 年的

101 家场馆和 84.5 亿美元。

《文化基础建设指数》 是由美国数

据调查机构基于全球文化区域合作组织

提供的数据发布而成。 从 《指数》 中可

以看到 ， 北美的 “产量 ” 仍旧排名第

一， 拥有 43 座新文化场馆， 欧洲和亚

洲则以 33 座和 21 座紧随其后 。 2017

年最贵的场馆则花落阿布扎比卢浮宫，

该建筑共耗费 12.6 亿美元 。 这座历时

十年修建， 占地约 2.4 万平方米的博物

馆于去年 11 月正式开放。

除了已完工的场馆外， 在去年宣布

建设仍未完工的 123 处场馆总投资也达

到了 76 亿美元。 《指数》 还指出， 全

球排名前 75 的城市只拥有 31%的新场

馆 ， 这也代表文化场所的建设正逐渐

“去中心化”， 例如澳大利亚的珀斯和美

国的孟菲斯都各有四处文化新设施， 而

一线城市的文化设施则趋于饱和。

与往年将文化场所分为艺术园区、

表演中心和博物馆三大类不同， 今年的

《指数 》 新增了 “多功能艺术场馆 ” 。

“文化设施不再局限于博物馆和美术馆，

而是更多地与娱乐、 休闲、 餐饮结合了

起来。” 咨询公司创始人艾德里安·埃利

斯这样谈到去年的场馆新现象： “去年

不少新兴的文化场馆将展馆、 酒店、 活

动空间集于一体， 这也代表艺术基础设

施在人们的体验式经济中占据了越来越

重要的位置。” 不过他也同时表示， 这

种潮流也对文化场所提出了全新的要

求， 促使他们要在教育和娱乐之间寻找

到一个平衡点。

报告同时显示， 过半的赞助方都是

非盈利性机构， 40%为公共团体， 仅有

8%为商业组织。 在埃利斯看来这也是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 “过去 25 年

间 ， 各个国家都在艺术建设方面进行

了大量人力和财力的投入 ， 但其中不

少只是作为提升旅游业和吸引外来投

资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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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送“背影”到直面父亲的眼神
庞余亮作品书写父辈故事

前不久热映的电影 《邪不压正 》

里， 彭于晏饰演的李天然面临着终极困

惑： 谁是他的父亲？ 他有洋爸爸、 有中

国爸爸、 有从小拜过的师傅， 但真正的

父亲究竟在哪儿？ “寻父” 是许多文学

影视作品中的母题， 不少作品表达的多

是畏惧或感动。 作家庞余亮在日前出版

的首部自传体散文集 《半个父亲在疼》

和小说 《有的人》 里， 则重新打量、 书

写了父亲在生命中的位置。

“人们在耳熟能详的朱自清名篇

《背影》 里， 看到父亲蹒跚的背影， 但

是我们有没有把父亲爬过站台的那个胖

胖身子掰过来， 直面对视， 看看父亲的

眼里有什么？ 父亲的表情是怎样的？ 我

觉得光看着父亲的背影， 我们永远长不

大， 永远超越不了。” 庞余亮说。

《半个父亲在疼》 蕴藏了作家对父

亲、 母亲以及个人私密成长史的坦诚书

写。 所谓 “半个父亲”， 是指父亲中风

偏瘫， 在生理意义上只剩下半个父亲。

父亲去世后 ， 2001 年春天 ， 庞余亮在

路上看到一位中风偏瘫的老人， 上前搀

扶老人围着公园走了一圈， 走的过程中

仿佛闻到了父亲的气息。

当晚， 他开始写 《半个父亲在疼》，

每当电脑键盘打到 “父亲”， 键盘都会

抖， 仿佛父亲不愿自己写作， 因而每个

“父亲 ” 的出现 ， 都有着沉重的力道 。

“1994 年 9 月 26 日的我 ， 是一个丧失

了父亲的我 。 2003 年 5 月 15 日的我 ，

是一个丧失了母亲的我 。 那两个时间

里， 我挤干了全身的泪水。 但过了一段

时间， 那被悲伤和绝望挤掉的水， 也莫

名其妙地回到了我的身体中， 我仿佛是

一只可耻的储水皮囊。”

作家路内觉得， 庞余亮的笔法不太

像常规的中国式散文———作者和父亲的

关系有种微妙错位， 仿佛庞余亮在作品

中也站在半个父亲的立场上。 “这种纯

粹、 诚实的写法， 很打动我。 一个作家

一辈子只有一次机会写他父亲， 这次写

砸了， 下次再写就没机会了。”

如果说 《半个父亲在疼》 是对父辈

的挥别与回眸， 那么小说 《有的人》 更

多是一种反思与自省。 “父亲是最孤独

的人， 因为他们总是先死。” 一如小说

开篇的直白， 庞余亮将他对父子关系的

思考融于整篇小说的细枝末节。“对于父

亲的陌生感成了我生命中的空洞。 写小

说，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填空。 希望借

《有的人》，引导读者与父亲对视。从精神

上勇敢审视父亲。” 庞余亮说。

小说 《有的人 》 讲述了诗人彭三

郎、 白若君和陈皮的中年际遇， 把主人

公被父亲阴影笼罩、 心灵不胜重负的精

神世界挖掘至深 ， 透着戏剧性和荒诞

感。 这是一部中年人的妥协史， 也是一

个父亲的心灵成长史。 “父亲没有跟我

们商量 ， 就把我们带到了这个不安的

窘迫的世界 。 他挡在我们的前面 ， 有

着令人厌恶的专横 ， 亦有浑浊不堪的

温暖……” 在父辈身上， 藏着我们个人

的生命史密码。 书写父辈、 阅读父辈，

只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的行程留待每位

读者， 去了解家中 “最熟悉的陌生人”，

走进他们的心灵世界。

文化

荷兰人的这艘大船又一次漂到上海
上海歌剧院与上海大剧院联合出品，携德国埃尔福特剧院联合演出《漂泊的荷兰人》

红色的巨轮 “从天而降 ”， 100

余人规模的合唱团化身幽灵水手在船

舷上， 唱响漂泊海上的思乡之歌， 这

样的恢宏场面点燃了上海观众的热

情。 上海歌剧院与德国埃尔福特剧院

联合演出的瓦格纳歌剧 《漂泊的荷兰

人》 昨晚在上海大剧院演出。 该剧由

上海歌剧院与上海大剧院联合出品，

由上海歌剧院院长许忠指挥 ， 集结

中、 德、 美、 瑞等多地的艺术家联袂

合作。 这是继 1999 年上海大剧院首

次上演 《漂泊的荷兰人》 后， 沪上观

众又一次领略这部气势磅礴的瓦格纳

作品。

《加勒比海盗》 中由约翰尼·德

普出演的杰克船长深入人心， 鲜有人

知， 这个成功的电影 IP 灵感来自于

瓦格纳歌剧 《漂泊的荷兰人》。 这部

歌剧巨制是瓦格纳艺术成熟期的重要

作品， 以北欧传说为灵感。 剧中， 荷

兰人是被魔鬼诅咒的水手幽灵， 被迫

在海上漂泊， 只有女人的爱和牺牲才

能结束他的诅咒。 而荷兰人每七年才

能上岸寻找这位女子。 着迷于 “荷兰

人” 传说的少女森塔， 执着于将荷兰

人从数百年的漂泊中解救出来， 却在

重重误会之下， 最终与幽灵之船共同

沉入海底。 主创表示， 瓦格纳的第一

个版本有着强烈的悲剧色彩， 直到晚

年， 基于自己的生活经历， 他又对故

事结尾有了一次改编。

两相比较之下， 德国埃尔福特剧

院选择了更具悲剧意味的处理， 全新

制作于今年 3 月在德国首演。 埃尔福

特剧院坐落于被誉为 “德国音乐之

乡” 的图林根州首府埃尔福特， 有着

100 多年的历史 。 自盖伊·蒙塔冯任

剧院总经理后， 推出了多部经典歌剧

的全新制作。 而致力于瓦格纳研究的

他， 也成为该剧的导演。 他在这一版

中着重挖掘了女主角森塔的内心世

界， 舞台两侧的弧面即是荷兰人巨轮

的船舷 ， 同样也成了少女着迷于传

说， 反复写下这个故事的画板。 德国

首演在当地获得好评， 时隔半年， 联合

上海歌剧院的演职员再次上演， 蒙塔冯

连用三个 “太荣幸”， 在他看来， 荷兰

人的漂泊之船这一次成了连通艺术的友

谊之船。 多国演职人员的合作无间给他

留下了深刻印象： “尤其是当排练时中

德演奏员共同奏响序曲的那一刻， 音乐

跨越国界所带来的美的享受让人忘了此

时身在何处。”

对于此次执棒的著名指挥家、 钢琴

演奏家许忠来说同样激动人心———此

前德国首演是他的指挥生涯第一次诠

释瓦格纳作品 。 这一次 ， 他又将带领

两国团队携手， 希望给观众带来听觉、

视觉的全方位惊喜 。 他特别提到 ， 尤

其是作为幽灵水手出现的合唱团， 能够

起用超过百人的团队， 这在舞台上是非

常 “奢侈” 的。

百余人的合唱团也给上海大剧院总

经理张笑丁带来震撼： “排练时简直快

要把屋顶掀翻了！” 此前大剧院组织的

观众探班 ， 提前领略了这样的磅礴气

势。 在舞美设计汉克·欧文·基特尔的导

览下， 观众站上舞台探索 “荷兰人号”，

红色的巨轮其实只有面向观众的一

半， 舞台滴落而下的 “钻石之泪” 既

是与故事中荷兰人给森塔父亲的钻石

呼应， 同时也象征着森塔救赎荷兰人

的纯洁之泪。

值得一提的是， 在领略恢宏的瓦

格纳歌剧之余， 上海歌剧院、 上海大

剧院特别加码， 推出一场瓦格纳歌剧

选段集萃音乐会 ， 上半场为 《唐豪

瑟》 “专场”， 下半场囊括了 《罗恩

格林》 《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 《纽

伦堡的名歌手》 等瓦格纳代表作品。

中文版悬疑剧《游戏》在沪上演
周野芒、贾景晖同台飙戏

本报讯 （记者童薇菁） 由上海话

剧艺术中心、 捕鼠器戏剧工作室联合制

作出品的中文版话剧 《游戏 》 （原名

《侦察》） 昨晚起在美琪大戏院上演。 这

是一部只有两名演员的话剧， 时隔七年

后， 演员周野芒、 贾景晖再度聚首， 同

台飙戏。

作品布局精巧， 情节环环相扣， 台

词句句充满悬念。 故事发生在一间豪华

客厅里， 祸事的开端是维克太太的移情

别恋。 安德鲁·维克先生出于好奇， 决

心会一会他的情敌 、 青年麦鲁·廷德 。

故事围绕着老谋深算的作家和年轻的情

人展开 ， 两人之间相互博弈 、 相互算

计， 推动着整个故事的层层铺开。

《游戏》 看似讲述了一个非常简单

的复仇故事， 其实表现了两个不同身份

的男人对社会关系的不同看法和处理方

式。 以 《游戏》 作为中文版剧名， 源于

主创对作品的解读。 在这个戏中， 用来

包裹残忍内核的是戏谑的外壳———游

戏。 观众可以看到， 偌大的舞台被楼梯

被分割成多个演出区域， 飞镖盘、 台球

桌、 机器人、 智力玩具等把舞台塞得满

满当当。 两名演员在客厅的各个角落里

寻找 “线索”， 而观众仿佛置身于一个

巨大箱子， 静观好戏上演。

编剧安东尼·薛弗， 是好莱坞知名

的电影编剧。 代表作 《侦察》 在英国伦

敦首演后， 转战百老汇， 自 1970 年 12

月起共演出了千余场， 并获得 1971 年

托尼奖最佳剧本奖。 随后， 安东尼·薛

弗又亲自操刀 ， 将它改编成了同名电

影， 由劳伦斯·奥利弗和迈克尔·凯恩主

演。 2007 年， 英国男星裘德·洛担任制

作人， 再次将这部作品搬上了银幕， 迈

克尔·凯恩饰演了与 1973 年版电影中不

同的 “安德鲁·维克”， 与裘德·洛斗智

斗勇。

“面对这样一个好剧本， 我们心中

其实一直想让它重回舞台。” 该剧导演

林奕说 ， “这部戏的演员选择非常重

要， 他们在上一次排演过程中碰撞出了

火花， 这非常宝贵， 我们不想很轻易地

调换演员。” 担任中文版 《游戏》 主演

的依旧是七年前的原班人马、 上海话剧

艺术中心资深演员周野芒、 贾景晖。

周野芒近年来在话剧舞台上扮演了

不少反面人物： 在 《怀疑》 中， 他是疑

点重重的虐童神父； 在 《枕头人》 中，

他是虐待作家的警棍； 在 《无人生还》

中， 他是对公平公正有着病态追求的沃

格雷夫法官……就在不久前， 他再次出

演了话剧 《死亡陷阱》， 饰演利欲熏心

的悬疑剧作家西德尼， 这一次， 他化身

杀人凶手安德鲁·维克。 周野芒说， 他

希望通过自己的表演展现出人物内心深

层次的痛苦和纠结， 在他看来， 这些角

色都具有警示意义， 让人们看到 “恶”

是为了更好地宣扬 “善”。

中文版话剧 《游戏》 此轮演出将于

9 月 16 日结束。

上海歌剧院与德国埃尔福特剧院联合演出的瓦格纳歌剧

《漂泊的荷兰人》 昨晚在上海大剧院演出。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荨小

说 《有的

人》。

▲自

传 体 散

文集 《半

个 父 亲

在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