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颜丙燕主演的《守护童年》荣获第28届中国电

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2017年，全国首部聚焦基层全

科医生的医疗题材影片《你若安好》上映，影片受到了诸多

医务从业者的认可，“真实”是这些医务人员对影片最大的

褒奖。2018年，在第27届佛山金鸡百花电影节上，一部反映

佛山创业者的电影《梦想之城》成为电影节开幕影片，影片

首映当日，诸多佛山市民观影后给出了“佛山版《中国合伙

人》”的赞誉。这些不同题材的影片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导演刘抒鹃。

在导演身份之前，刘抒鹃广为人知的身份是一位知名制

片人。她曾担任20多部优秀影视作品的监制、制片人，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成绩的背后，是刘抒鹃勤勉克己的工

作态度与不断攀登的艺术理想。面对自己以往的成绩，刘抒

鹃谦逊地说：“我一直都说，电影不是导演一个人的成绩，是

每一个创作者共同创作出来的。我很幸福能够从事电影这

个行业，我每天与一群充满艺术理想和奋斗精神的同伴们共

同前行，在这样一种爱电影的氛围中与大家共同追逐更高艺

术理想，我感到充满了动力也充满了希望。”

从儿童题材、医疗题材到创业题材，刘抒鹃导演的电影

创作之路可谓天高海阔。从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金鸡奖

到第20届美国赛多纳国际电影节最佳世界电影奖……刘抒

鹃导演一次次用现实生活的真善美打动观众，赢得赞誉。

从青春岁月到创作盛年，刘抒鹃将自己的三十余载韶华洒

向了她热爱的影视艺术。“也曾有人劝我说，‘何苦让自己如

此辛劳，停下来歇一歇吧’，但我无法停下，电影是我毕生热

爱的事业，我要在我能够创作、有梦想有热情的时候尽可能

地去拍电影，不要等到有一天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空留

遗憾。”刘抒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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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28日，由新华网主办，

国家电影智库、艺恩数据协办的“2018
新华文娱数据发布”暨“聚变·品质决

定影响”主题论坛在京举行。现场发

布2018年新华文娱品质推荐及影视行

业年度白皮书。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成员、中

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饶曙光，北

京电影学院副院长、青年电影制片厂

厂长俞剑红，新华网产经中心总编辑

段世文，国家电影智库副秘书长刘正

山，灵河文化CEO白一骢，完美世界影

视副总裁、《香蜜沉沉烬如霜》总制片

人刘宁，实力文化创始人、《见字如

面》、《一本好书》总导演关正文等参加

发布会。

发布会上，新华网发布了 2018 新

华文娱品质推荐，获选作品为：电影篇

《我不是药神》、《红海行动》、《影》、《一

出好戏》、《无名之辈》、《无双》、《动物世

界》、《邪不压正》、《无问西东》、《超时空

同居》；剧集篇《大江大河》、《延禧攻

略》、《橙红年代》、《香蜜沉沉烬如霜》、

《如懿传》、《正阳门下小女人》、《最美的

青春》、《归去来》、《沙海》、《和平饭店》；

综艺篇《国家宝藏》、《风味人间》、《奇遇

人生》、《我就是演员》、《一本好书》、《声

临其境》、《相声有新人》、《幻乐之城》、

《上新了！故宫》、《创造101》。
段世文表示：“2018年中国影视产

业在重重压力下仍然稳步前行，贴近

生活、倡导正能量的作品逐渐成为主

流，国产影视行业彰显出品质决定下

的强大影响力。”

艺恩解决方案中心副总经理刘翠

萍现场讲解《影视行业年度白皮书》，

立足多维数据指数，解构 2018年全年

影视产业。白皮书显示，2018 年中国

电影市场增速高于北美及全球市场，

其中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超六成，电影

更重质量，国产片（《红海行动》、《唐人

街探案2》、《我不是药神》）首次攻占全

年前三甲。数据显示，“口碑”已经成

观影的首要驱动力。

“品质决定影响”圆桌论坛由俞剑

红主持，饶曙光、刘正山、白一骢、刘

宁、关正文、王学锋、刘翠萍、刘德濒、

白洪羽、张焕引、张平等参与对话。

俞剑红表示：对于影视剧作品来

说，最核心的是故事、是创意、是内容，

影视作品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质量

的提升与整个工业体系的发展水平息

息相关。

饶曙光在论坛上表示，2018 年

电影市场态势良好，多数的好电影

不仅得到政府的肯定、专家的表彰，

更 得 到 市 场 的 认 可 ，票 房 表 现 亮

眼。“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态势，包括

现实题材电影的崛起，青年导演的

不断涌现，都表明中国电影的新力

量正在形成。”

白一骢认为，文艺工作者当前应

提升自我审美能力，拉近与其他先进

国家从业者的审美差距，提高文艺作

品的质量，满足观众的需求。

《见字如面》的总导演关正文在参

与论坛讨论时坦言，在互联网技术迭

代的当下，浅娱乐作品的短期爆发应

当被看做是正常现象，“在一定程度

上，应该看到影视作品的品种多元化，

对整个文化生态是有意义的。而多元

生态是影视品类健康发育、在竞争中

能够脱颖而出的必要环境。”

在本次论坛上，影视行业从业

者、专家学者纷纷建言献策，汇聚共

识，要用质量的提升推动中国影视

的可持续发展，品质不仅要影响市

场，更要决定市场、引领市场，积极

构建行业新业态，用匠心精神打造

品质佳作。

（杜思梦）

本报讯 近日，第二届中国抚远少

数民族青少年电影周在山东潍坊举行

启动仪式，抚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汤洪涛、中国少年儿童电影评论与推

广委员会会长齐为民、乌苏镇镇党委

书记李东升出席了启动仪式。

据悉，中国抚远少数民族青少年

电影周是由中国电影评论学会、抚远

市委市政府指导，中国电影评论学会

少年儿童电影评论与推广委员会、抚

远市委宣传部主办，乌苏镇镇党委人

民政府、北京海晏和清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承办的青少年电影周活动。在首

届成功的基础上，正在积极筹划第二

届乃至第三届。在当下社会，将少数

民族青少年电影形成一个品牌，并重

点突出市场的作用，非常重要。其影

响力和意义不可限量。

本次征片范围是长片、短片、纪

录片，起止日期是 2019 年 2 月 1 日-6
月 30 日，用 5 个月的时间征片。7 月

底公布入围名单，8 月中旬电影周正

式开始。

随着少数民族青少年电影周的发

展，青少年影视化教育也将作为新教

育手段，走进越来越多的校园及青少

年的日常生活之中。电影周正是以关

注少数民族文化和青少年成长，关注

少数民族青少年电影发展为宗旨，表

彰奖励优秀的少数民族青少年电影，

为广大青少年儿童提供一个观影的媒

介，真正将少数民族青少年电影商业

化与公益性兼顾，促成少数民族青少

年电影的可持续发展，真正让青少年

儿童受益。

（支乡）刘抒鹃作为国家话剧院的导演，

无论是舞台、荧屏还是大银幕，多年来

一直辛勤耕耘。她一步一个脚印，在

现实题材的路上埋头创作，每一部影

片都由生活出发，从生活中提炼、加

工、创造，最终凝聚成一部部原创影视

作品。

2011年，刘抒鹃担任制片人、导演

的电影《守护童年》，荣获第 28届中国

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2013 年

导演兼制片人的电影《张丽莉老师的

故事》，荣获中宣部颁发的第十三届全

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2014 年刘抒鹃导演兼制片人的电影

《因为谷桂花》，荣获美国第 20届赛多

纳 国 际 电 影 节（Sedona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最佳世界电影；2017年刘

抒鹃执导的电影《你若安好》，荣获第

十六届中国人口文化奖广播影视类一

等奖第一名……

翻开刘抒鹃导演的电影履历，鲜

花与掌声如潮水般涌来；如果把目光

再放远一点，看向刘抒鹃导演整个的

影视生涯，我们会发现，在电影导演生

涯之前，刘抒鹃已经以制片人的身份

拥有了20余部优秀影视作品。

1993 年拍摄电视剧《白塔风铃》，

获东北三省电视“金虎奖”一等奖。

1997 年拍摄长篇电视连续剧《青春波

尔卡》，刘抒鹃任总制片人，该剧由北

京电视台等单位摄制，获江苏省“五个

一工程”奖。2002 年，刘抒鹃在中纪

委、中组部、中宣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

摄制的电视连续剧《大地有江河》中任

制片人、导演，该剧荣获2002年度中国

电视“飞天奖”二等奖……

刘抒鹃从来不认为这些荣誉只

属于自己，面对自己曾经的成绩，她

坦言：“其实我每次都不敢在海报上

写下自己的名字，因为我深觉任何一

部影视作品都绝非导演一人之功，是

每个创作者共同奋斗的结果，我们在

这个过程中彼此激发灵感，产生艺术

碰撞，在创作的激情与灵光中徜徉在

光影的海洋，我爱电影，我更爱周围

这群追逐艺术理想的电影人。”在刘

抒鹃看来，电影是她此生最幸运、最

幸福的事业。

由二十世纪福斯出品，詹姆斯·卡

梅隆编剧及监制、罗伯特·罗德里格兹

执导的科幻动作视效电影《阿丽塔：战

斗天使》将于 2 月 22 日与中国内地观

众见面。日前，影片幕后团队维塔工

作室的动画主管Mike Cozens和视觉主

管Eric Saindon空降北京，与中国影迷

分享这部特效难过《阿凡达》的电影特

效制作过程。

《阿丽塔：战斗天使》根据日本漫

画家木城雪户的漫画《铳梦》改编，这

部作品可以说是九十年代最为经典的

格斗漫画之一。故事发生在未来的26
世纪，一个半机械少女残躯被医生依

德捡回后重获新生，依德为她取名为

阿丽塔……

据统计，《阿丽塔：战斗天使》在维

塔工作室使用的磁盘空间是《阿凡达》

的 3 倍、全公司有近 800 人投入该项

目、动用三万台电脑进行运算制作、团

队对特效场景渲染时间总计为4.32亿

小时。

在角色塑造上，维塔为阿丽塔制

作了包括眉毛和睫毛在内的 47 种毛

发造型，在她头上有超过 13.2 万根头

发、2000 根眉毛、480 根睫毛，脸和耳

朵上有近 50 万根“桃色绒毛”。工程

师们实现了一种新的毛孔生长技术，

在每个毛孔中放置单独的毛发，使得

阿丽塔的皮肤更加细腻紧致；71 件

数字特效服装，女主角共计使用了

125 种不同的穿法；超过 2500 张面部

表情的定帧图组成了她的各种表情；

阿丽塔的一只眼睛由将近 900 万个

像素制作，而《指环王》整部才动用

了 15 万像素。眼睛的近景镜头没有

用传统的动态贴图制作，而是完整创

建了包括虹膜内的丝模型在内的整

个眼球结构。观众在银幕上只能看

到金属质感的机械身躯，却无法体会

到阿丽塔实际是由 8000 多件数字制

作的模拟人偶合成，她的身体拥有大

大小小 800 多个内部零件、狂战士的

身体更是运用了 2700 个组装部件。

所有的零件随着人物的每一个动作

高速运转。

《中国电影报》：创作阿丽塔的脸

时，有过哪些参考？

Mike：我们做特效总是尽可能多

地参考真实世界，阿丽塔的数字脸构

建也是一样，为了构建这张脸，我们会

和整形医生交流，了解脸上肌肉走向，

以及脸上所有肌肉的动作。尽可能逼

真地还原这张脸。

《中国电影报》：《阿丽塔》的特效

制作，有没有预算压力？

Eric：这部电影没什么预算压力，

詹姆斯·卡梅隆和罗伯特希望拍出他

们想要的效果，福斯也很配合，电影的

制作并不便宜。维塔工作室总是希望

创造出最好的形象，而不是关注利

润。技术方面我们的目标就是释放导

演，让他们关注故事和演员的表演，而

不是特效。

《中国电影报》：如果技术足够成

熟，您认为表演捕捉会不会替代演员？

Mike：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演员

非常重要，不可能有演员模型后就不需

要表演了，你需要的还是演员本身，演

员很重要，导演的想法也很重要。

《中国电影报》：维塔有没有计划

跟中国电影公司展开更多的合作？

Mike：当然。去年，维塔完成了中

国电影《动物世界》的特效，火车上怪

兽打斗的场景就是我们做的。我们目

前在做《花木兰》的特效，也计划跟很

多导演合作。

Eric：维塔工作室是一家新西兰公

司，但是我们的足迹能够遍布全球，是

因为好电影会在全世界传递。中国市

场变得这么大，未来会有更多合作空

间，我们觉得，能参与不同地方的电

影，是一件很棒的事。

本报讯 受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

影局的邀请，齐为民儿童电影展映周

暨为民儿童电影图书馆捐赠仪式 1月

15日-24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

凯克市举行。导演齐为民率出品人

陈露、编剧曹谁、演员艾力库出席了

活动。

电影周交流期间，分别放映了齐

为民导演的《蓝色七星湖》、《一江明

烛》、《派饭》和吉尔吉斯斯坦著名导演

萨姆什耶夫的《白轮船》，反响热烈。

齐为民导演说：“电影是世界的语言，

中国电影受到吉尔吉斯斯坦观众的喜

欢，我们也感受到吉国电影的灵性，希

望中吉电影文化交流能越来越多”。

（支乡）

齐为民儿童电影展映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
为民儿童电影图书馆走进吉国

第二届中国抚远少数民族青少年电影周开始征片

“聚变·品质决定影响”新华文娱数据发布会在京举行
《我不是药神》《红海行动》等十片获品质推荐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4.32亿个小时制作！
——维塔工作室来华揭秘《阿丽塔》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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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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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影
是
我
一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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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抒鹃是中文系的毕业生，她多年

的创作得益于在中文系学习时的诸多

文学积累，“我一直认为电影要从文学

中寻求滋养，只有有了更高的眼界，才

会有更高的艺术高度”。在刘抒鹃的诸

多电影作品中，几乎全都是原创故事、

原创剧本。刘抒鹃通过“下生活”让她

的作品得到了生活的滋养，未来，刘抒

鹃“渴望能够更多地仰仗文学的力量”，

就像她说的一样，“科技与文学是电影

的两翼，只有让电影借助文学的力量，

才能在深度和广度上有更大的升级”。

2019年是建国 70周年，刘抒鹃毫

不讳言“我们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所

有的幸福与满足都得益于我们背后这

个伟大的祖国”，她带着一个电影人的

责任和作为艺术家的使命，“我们会在

2019年奉上一部更加多面立体展现新

中国 70年发展变化的影片”。虽然不

能透露片名，但刘抒鹃还是大方分享

了她此次创作的一些细节，“这次我们

的作品在讲故事的样式上会更加宏

大，也会用更多科技化手段，希望能够

更大提升影片的可看性，尽可能地吸

引年轻观众”。

2018年刘抒鹃带领自己的创作团

队奔赴广东佛山，为表现佛山改革开

放 40年拍摄了《梦想之城》，影片由保

剑锋和金巧巧分饰男女主角，通过两

个平凡小人物的变化来折射佛山改革

开放40年中的风雨历程。“大时代的巨

变，让每个人物的生活进入了新的天

地，我们是完整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

会有更深的感触与体会”，正是由于这

种感同身受的共情，刘抒鹃“将自己放

在片中主人公身上，感受那种巨大的

幸福感与满足感和梦想精神”，用高度

共情的创作，刘抒鹃在创作中先打动

了自己，“只有当创作者首先被自己笔

下人物打动的时候，才可能在未来打

动更多的观众”，刘抒鹃直言。

在《梦想之城》的创作中，刘抒鹃

放入了大量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她相

信电影，也相信她的演员与团队。在

采访中，刘抒鹃眼神真挚地感叹道，

“有人说电影是假的，但对我来说不

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真的，我们的故

事是真的，演员的情感是真的，大家

付出的辛劳是真的，创作中的体会都

是真的。”

正是这种真实的力量让刘抒鹃一

次次走入创作，一次次感悟生活的馈

赠。她认为很多时候，创作也讲究一

种“机缘”，是“刚好走到了那个时刻，

一切就都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了”。

2017年刘抒鹃创作以国内首部全

科医生为主角的影片《你若安好》。在

创作之初，刘抒鹃并没有将目光锁定

在全科医生身上，因为“医生的种类太

多了，急诊医生、专科大夫等，都是我

们可以选择的对象”。经过一年多的

深入生活、深入医院，每天观察医生、

病患的日常生活与交流，刘抒鹃最终

将目光放在了“不够受重视的基层全

科医生”身上。“这是一年多的深入生

活之后，我们创作团队一致的决定，我

尝到了深入生活的甜头，得到生活的

启示”，刘抒鹃说。正是踏踏实实扎根

生活、扎根创作，刘抒鹃发现了强化全

科医生队伍和加强基层医疗设施建设

是医疗改革的突破口。而这个观点已

写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医疗改革的阐

述上。刘抒鹃感同身受地向记者分析

了当前大多数患者的医疗意识中存在

的问题，“患者有个头疼脑热都恨不得

去三甲医院，很少人会选择先去近在

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就诊，全科医生的

建设就是要打造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第

一道守门人，这是我们基层医疗的发

展方向……”刘抒鹃详细解释了医疗

流程中的种种现实情况，对日常生活

中每一个医生的日均接诊量、接诊时

间、轮休时间等数据信手拈来，“我们去

给许多医生放映这部影片时，得到最多

的反馈是‘这个电影太真实了’，这说明

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做，一年多与医生

同吃同住的时间没有白费”，刘抒鹃感

慨道。

对于她来说，得到专业人士“真

实”的评价就已经是最大的褒奖，是对

她深入生活搞创作最好的回应。

■
文/

本
报
记
者
郑
中
砥

◎我渴望仰仗文学的力量

◎现实题材创作要先打动自己

◎我尝到了深入生活的甜头

◎我爱电影，更爱这群电影人

导演齐为民（左二）等参加展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