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访谈16 中国电影报 2021.10.13
责编责编::杜思梦杜思梦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王良军长》

以重庆綦江走出的革命先烈王

良同志的人生经历为蓝本，讲述其从

“投军黄埔”到“参加革命”，再到“屡

建功绩”的成长历程。

上映日期：9月24日

类型：剧情/历史

导演：顾其铭

编剧：柳建伟/裴指海

主演：战立国/王伟/栾俊威/许铂岑

出品方：重庆电影集团/千里传

媒/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睿宸影视

发行方：聚合影联/如日之升

《天上的孩子》

一对贵州山里的年轻夫妇，得知

四岁的儿子得了绝症后，父亲决定做

出一些事情，让现状得已改变，同时

夫妻俩的想法也发生了转变。

上映日期：9月24日

类型：剧情

导演：许磊

编剧：许磊

主演：还幻/师清峰

出品方：金德影业/中瑞汇鑫/海
稻到金

发行方：启泰远洋文化

《不死鸟之恋》

秦岸和唐真真，庞国钱和刘彦欢

两对情侣，因无法接受对方的行事方

式双双分手，秦岸与刘彦欢走到一

起，庞国钱与唐真真希望挽回旧情，

在一起追随前任的过程中，相互吸引

成为情侣。

上映日期：9月24日

类型：爱情

导演：马小白

主演：张艺骞/邱诗媛/孙迅/王瑞雪

出品方：神岸极观影视

发行方：华夏

《嫌疑人之长夜将尽》

刑警队长张文拥有异于常人的

超强记忆能力，在他遭到前同事不幸

牺牲后，伤心而离职刑警队，然后受

聘担任派出所民警，在他担任派出所

民警期间，富豪熊秉承与《密杀》导演

石迁在家中被杀害，而警方初步判断

的犯罪嫌疑人则是熊秉承之子熊浩

泽。在张文拨开层层迷雾后破获了

这起“模仿杀人案”，但在结案后，张

文发现背后还隐藏着一桩案中案。

上映日期：9月24日

类型：剧情

导演：刘铁柱/王庭

编剧：章宇航

主演：王迅/屠桀/匡牧野/倪大红

出品方：寒武纪影视/人外人影视

发行方：万合影业/万河影业

《秋末》

偏僻小山村赵有田与几位孤寡

老人相依为命，邻居突然去世引起大

家对子女们的思念。儿子打来电话

周末要看望赵有田，因得知孙子最爱

吃羊肉串，故事围绕赵有田制作羊肉

串和杀与不杀心爱的山羊，而展开一

场艰难的抉择。

上映日期：9月26日

类型：悬疑

导演：张晓卫

编剧：张晓卫

主演：胡乐平/王敬轩/郎计姐

出品方：鸣盛拉花/河北电影制

片厂/晴天文化/万象文化/显途文化/
中显文化/景达影视/腾视文化

发行方：谷泰映画

“我没有那么聪明，我只是和问题在

一起待得太久了而已。”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自电影诞生的一百多年间，各项技

术不断发生革命式的创新，新的技术取

代旧的技术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无声

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而电影的全面数

字化也让胶片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就

放映技术来说，影院一直采用TI公司的

DLP 系统，它是当前数字影院最普适的

放映解决方案。而在 2017年年底，三星

推出了全球首块LED电影屏，并将其安

装在韩国首尔/釜山乐天电影世界大厦，

随后又在欧美、中国（如万达院线）等市

场进行投放。

新的技术总会带来新的市场，然而

截至当前LED并没有完全得到影院认可

并实现广泛应用，绝大多数业内人士认

为LED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与挑战，尤其

是在与其他技术的融合方面，例如音频

还原。

致力于沉浸式音频技术研发的雷欧

尼斯，其沉浸式音频系列产品对电影市

场发展贡献很大。近日，雷欧尼斯总裁、

数字电影技术专家马士超博士接受《中

国电影报》记者采访，就当前LED存在的

音频技术问题提供了终极解决方案，以

下为采访内容：

Q1—

《中国电影报》：三星的LED电影屏

进入影院市场后，引发了业内的关注与

讨论，LED是数字电影的发展方向吗？

马士超：根据国外统计机构数据，截

止当前，全球大约 90%的影院采用的是

DLP 系统，中国已几乎接近 100%，DLP
成功取代胶片并获得影院的认可。而

2017 年三星的一块 LED 屏在影院投入

使用后，或有打破数字电影放映现有模

式的可能。

我们都知道，LED 的最大优势是其

亮度，这也是为什么LED屏持续成为舆

论的热点，同时国内外尤其是中国诞生

了很多LED技术厂家，他们对LED显示

屏寄予厚望，或许LED未来几年可以与

DLP 共存发展，或许 LED 在将来可能成

为下一个取代DLP的放映技术。

但就目前 LED现状来看，市场对于

LED 的发展还是持观望态度，也许通过

技术与非技术问题的不断解决与完善，

同时在 DCI 以及行业组织的正确引导

下，未来LED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中国

电影放映技术非弯道式的超车以及产能

输出。

Q2—

《中国电影报》：您认为LED显示屏

进入电影放映市场，最大的问题和挑战

是什么？

马士超：据相关资料显示，当前通过

DCI认证的LED亮度为48NIT，其实并没

有完全达到LED理想的亮度。预测当其

未来亮度认证超过 48NIT 时，也需要相

应片源的支持，才能完全发挥出LED的

亮度优势。

其次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价格问题，

LED产品成本很大比重是 LED二极管。

据悉，LED 二极管厂家主要来自于日本

和台湾，其价格昂贵。如果不能有效实

现LED及其重要组件的国产化，很大程

度上将受制于人。而影院对于高昂设备

的投入十分谨慎，尤其是在疫情不断反

复的情况下。此外，LED 的耗电与散热

以及后期维护也是一项不小的投入。

就声音来说，由于 LED屏是硬幕且

没有透声孔，这就导致银幕后方的主扬

声器发声无法传递给观众。而目前市场

上一些LED声音的解决方案，除了严重

浪费有效空间外（银幕所属空间的利用

率大幅降低），仍无法实现声音的准确定

位，且不同区域观众的体验差异较大。

此外，定位声像的移动也存在严重问题，

进而导致画面与声音效果匹配程度更

低。

以上是 LED暨需解决的部分难题，

但我们同时也有理由相信，LED 显示屏

有它与生俱来的亮度与对比度的技术优

势，例如色域的提升，理想中会达到介于

DCI-P3 和 BT.2020 之间的色域（虽然目

前LED实现的色域小于DCI-P3）。

Q3—

《中国电影报》：就声音表达来说，请

详细分析一下LED相对传统透声软幕的

问题所在？

马士超：目前绝大多数电影院使用

的都是透声软幕，其顾名思义就是让声

音穿透银幕。透声软幕相比LED的技术

优势是它可以最大限度地还原银幕后方

主扬声器的声音。如果你细心观察就会

发现影院的幕布上面布满了大小统一，

规则分布的小孔，而这些小孔就是用来

透声的。透声软幕后方的主扬声器透过

这些小孔将声音传出，同时这些小孔的

大小又要做到尽可能不会对画面的质量

产生影响，达到“声画和谐”的境界。

我们再来说一下 LED的声音传输，

就如前面我已经说到的LED屏没有透声

孔，概括其主要存在以下的技术缺陷：

<1> 声音定位依然不清晰，Sweet

Spot（甜点区）很小，声音定位受观众位

置的影响极大；

<2> 目前市场上有的音频技术会刻

意制造某些频率（例如 900Hz）附近的频

谱凹陷，这就导致了音频信号本身将会

被改变，声音传输质量必然会受到影响；

<3> 扬声器布局影响了LED的安装

尺寸，从而严重浪费建筑的有效空间。

主扬声器布局方式越复杂，影响就越

大。如一些解决方案是在银幕上方放置

大体积的主扬声器，在银幕下方放置低

频扬声器。

如同著名导演乔治·卢卡斯曾经说

过：在一部电影中，声音占 50%比例，画

面占50%比例。而银幕后的主扬声器又

占到声音50%的一半。如果LED屏后的

主扬声器无法正常传递声音给观众就会

导致电影声音的 25%无法还原和表达。

当前很多影院都在追求声音的极致性，

即新建或改造成沉浸式声音影厅。而当

前LED声音效果没有提升，反而不及从

前，这对于影院来说是无法接受的。所

以LED必须需要一种技术手段或解决方

案来达到甚至超越原有的声音效果。

Q4—

《中国电影报》：LEONIS 针对 LED

声音的终极解决方案—虚幻现实技术

(PR)，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马士超：是的，我们针对这种 DVD
（Direct View Display）显示提供一种终极

解决方案叫做 LEONIS Phantom Reality
（以下简称“PR”），中文译为虚幻现实

（可以理解成虚拟现实 Virtual Reality 的

孪生兄弟，它们在创新精神以及对于人

们生活的改变具有高度一致性）。PR技

术方案包括三部分，一是PR核心处理算

法，二是PR扬声器的布局结构, 三是PR
扬声器本身的存在形式。三个部分之间

相互作用、互为支撑，共同保障了 PR技

术的优质效果。

PR技术基于强大的算法架构，构建

虚拟声场空间，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扬

声器布局。换句话说，无论扬声器的位

置在哪，观众都会感受声音是从LED银

幕正后方的相应位置铺面而来。同时每

一个扬声器都作为点声源（Point Source）
单独驱动，从而保障了整体效果的实现

即精准不变的声音定位与优质清晰的声

音表达，同时也确保了LED安装的最大

空间利用率。

PR 技术是目前市场上最符合 DVD
声音还原的技术。其中 PR 核心算法来

源于 LEONIS多年在沉浸式音频领域的

精耕细作，与 HOLOSOUND 一脉相承。

而针对 DVD 应用的 PR-LA 扬声器阵列

的设计同时也折射出 LEONIS在扬声器

设计领域储备深厚。

Q5—

《 中 国 电 影 报 》：LEONIS 的

HOLOSOUND是全球两大沉浸式音频

技术之一，HOLOSOUND与PR的联系

和区别是什么？

马士超：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是

HOLOSOUND 还是针对 LED 的 PR 技术

都是 LEONIS强大科研能力以及在音频

领域长期积累后的创新成果。

其次，二者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于PR
是针对LED声音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

实现LED上下左右每一个扬声器阵列单

元的单独驱动，即所谓的点声源。而

HOLOSOUND影院方案的其中技术特点

之一也是采用的点声源技术。在 PR 和

HOLOSOUND共存的情况下，意味着“点

声源中的点声源”，声音定位更加准确清

晰，影厅的沉浸音效果将会达到极致。

同时 PR 支持其它音频格式，包含 Dolby
ATMOS以及5.1、7.1的放映环境。

简 单 可 以 理 解 成 PR 是

HOLOSOUND 应用的场景之一。当前

HOLOSOUND已拥有针对多领域的解决

方案，包括数字电影、家用领域、专业领

域、主题公园等。今年 HOLOSOUND 最

新拓展领域是车载市场，即打造高端沉

浸式车载音频解决方案 HOLOSOUND
Mobility，将汽车变成一个移动的私人影

院，创造轻松、自在完美的驾驶体验。

Q6—

《中国电影报》：最后，请阐述一下您

对于LED与PR的展望。

马士超：LED 是新兴的投影系统技

术，它的出现与应用是影视行业科技进

步的表现，也是符合技术不断推陈出新

的 发 展 规 律 。 而 LEONIS Phantom
Reality（虚幻现实）是针对LED当前音频

存在问题而提供的终极解决方案，一定

程度上解决了 LED 放映的一大技术难

题。

相信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会认为

LED 是一次伟大的技术变革，就像我

们今天认为数字取代胶片是伟大的

技术革命一样。期待着这一天早日

到来。

今年刚四十出头的于飞，很难

让人想象他从事电影行业的这些

年，既做编剧又做导演，还曾做过

制片人，而他本人则是北京电影学

院本科表演系出身。或许正是这些

多样的身份，才能够让于飞对影片

能够有一个更为完整的把握。

为电影《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

小人》，于飞付出了两年的时间。“最

先是剧本，从 18 年开始创作，一直

修改到最后一个镜头拍完，甚至在

后期剪辑时又增加了一些台词，调

整了一些剧本的逻辑。原来计划去

年暑假上映，但赶上了疫情，加之后

期特效工作量巨大，影片直到今年

国庆档才得以上映。”

用80年代的环境氛围

讲符合时代的生活故事

影片营造了一个时代感极强的

氛围。红绿暖水瓶、陶瓷缸子、木

质课桌椅等等，这些物件都让观众

有了一种穿越回 80 年代的感觉。

于飞笑着说：“其实拿到这个项目，

我说想把影片放置在 80 年代，但是

很多人表示疑惑。因为这个片子是

拍给现在的孩子看，为什么不放在

现在孩子们更熟悉、更了解的环境

里？我的想法刚好相反，因为罐头

小人的出现是一个奇幻的设定，想

要观众更加相信这个设定，其实离

他们熟悉的世界远一些会更好。比

如他现在手里拿着 iPad，旁边突然

跳出来一个小人，大家可能不容易

相信这个事，建立这个信念对整个

影片来说非常重要。”

不管是鲁西西的反叛，还是体

育课被占等情节，这些都与当下时

代息息相关。作为一位家长，于飞

是了解孩子的。“很多情节故事都

取材于我自己的孩子，因为他正好

处于这个年龄段，包括一些鲁西西

的想法、反抗，我都会从我的孩子

身上去猜测、去揣摩。”

如果说影片的环境背景只是想

让观众有一个快速进入故事的可

能，那么其讲述的故事与当下的

生 活 是 息 息 相 关 。 不 管 是 教 育

“内卷”问题，还是“唯成绩”论的

教育方式，都在与观众所生活的

世界产生共鸣，影片将这些矛盾

和疑惑呈现在观众面前，陈述时

代症候。让于飞觉得巧合的是，

“正巧赶上‘双减政策’，影片想要

表达的与‘双减政策’一样，美育德

育对学生很重要。”

成长为一个大写的人

拥有值得珍惜的品质

罐头小人在奇幻的设定下，融入

了许多时下有关教育、陪伴、成长的

话题。孩子们会在影院看到自己身

边发生的故事、触到有关成长的感

动，家长们会在影院中重新思考自己

的教育方式或教育理念。

作为一个孩子家长，于飞也是困

惑的。“我把我的焦虑也放置在影片

中，一方面，我想要给孩子快乐童年，

另一方面，不好好学习会影响他未来

的成长。影片没有办法给出观众一

个明确的答案，我只能呈现问题，观

众来探讨。”

但是在成绩和成长面前，于飞给

出了自己明确的答案。“成绩很重要，

但是其实作为一个人，有很多优秀的

品质更值得我们高兴。如果家长看

了《罐头小人》就会发现，五个小人拥

有不同的品质，当你的孩子拥有了其

中的任何一种都值得家长骄傲和珍

惜。”

影片中成长的不仅是鲁西西和

皮皮鲁，还有转变教育想法的老师和

不再区别对待孩子的父母。除了教

育、成长，影片还表现了鲁西西与罐

头小人、班级同学的纯真友谊，在孩

子们天真无邪的交谈中，观众仿佛也

重新回到了那个不谙世事的年纪。

该片在有《长津湖》、《我和我的

父辈》等大片的情况下，票房口碑有

着相对不错的表现。与成年人看电

影不一样，孩子们可能会因为看电

影在他们心中留下长久印象，用能

够打动孩子的电影，为他们做了些

事情是另一种让电影、让世界变得

更美好的方式。

9 月 29 日，在第十一届北京国

际电影节闭幕式上，刘智海从本届

“天坛奖”评委会主席手中接过了

奖杯，他执导的战争题材电影《云

霄之上》在本届北影节上成绩喜

人，勇夺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

(男演员集体获奖 )、最佳摄影三项

大奖，成为自《一九四二》之后，又

一部赢得天坛奖最佳影片的华语

电影。

非职业演员、全实景拍摄，加

上令人耳目一新的消色处理，《云

霄之上》以独特的表现风格摆脱了

战争电影传统表现手法的束缚，成

功 营 造 出 了 压 抑 壮 烈 的 战 争 氛

围。在采访中，《云霄之上》导演

刘智海分享了该片创作的思路、探

索和幕后故事。当谈及影片公映

的时间时，刘智海表示，目前计划

今年年内在院线上映，届时希望这

部创新艺术战争片能找到属于自

己的观众。

低成本也保证影片艺术质感

2019 年，刘智海开始打磨剧

本，疫情期间对剧本进行多次修

改，2020 年 8 月建组拍摄，9 月拍摄

结束进入后期阶段。一切按部就

班，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钱”。300
万元，需要做出一部电影，如何在

低成本的前提下保证影片的艺术

质感，是整个创作阶段刘智海一直

在思考的问题。

刘智海本希望在浙江横店影

视城拍摄，那里有一个 2500 亩的

红军长征主题公园，关于长征的电

影可以在这里全部完成。“但是横

店的景全是假景，都是纸片做的，

我后来看到了那些景，我感觉没有

任何质感，所以我们就退出了，直

接就到 1935 年红军真正战斗过的

地方，我说要到那边去拍。”他认

为，只有当拍摄团队真正沉浸在这

样的环境中，才能感觉到那种诗意

的、残酷的、遥远的故事在真实地

发生着。正是因为我们秉持着创

新精神进行创作，影片最终才能呈

现出当下的效果。

刘智海说的是浙江省丽水市

的龙泉山，那里有着原始森林般

的地貌。《云霄之上》摄制组的百

余位工作人员就在海拔 2000 多米

高的山峰上、密林中，开始了创

作。“原始森林里面毒蛇非常多，

观众会在成片中看到里面有好多

蛇，其实这些蛇都是拍摄时就有

的，那个时候就山洞里面到处都

会碰到，还有片中还会看到很多

飞蛾，也是真实存在的，”刘智海

笑言，“很多观众会提出来说，’刘

老师你的片子里面的飞蛾特效做

的蛮好’，我说我们没钱做，都是

真实的。”

用诗性美学进行创作探索

《云霄之上》讲述的是来自中国

工农红军挺进师的战士们，在被打

散掉队后组成游击队，决定继续执

行上级命令，在 48 小时内炸毁敌

人弹药库以挽救另外 300 多名战

友的生命的故事。影片打破传统

战争片的主题和叙事模式，并不仅

仅局限于宏大雄伟的叙事和精心

策划的战略，而是从一个小角度切

入，讲述了历史洪流中挥洒着青春

热血的普通士兵，面对战争无常与

生死时的迷茫与挣扎，将人物融于

山水之间，真实反映了普通战士的

战争经历与成长心境。

影片在浙西南的绿水青山之

间拍摄，却采用了近乎黑白片的视

觉，画面抛却了“如画”的风景，采

用了消色的处理。刘智海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影片整体的色调是

消色的，烟雾缭绕的环境中，真实

色调就是偏向黑白。我们将影调

整体进行消色后，是介于黑白和彩

色之间的。江南的烟雾不像西北

的黄土地，北方的阳光让色彩非常

艳，南方就不一样，阴雨天去西

湖，感觉西湖是黑白的，在山林里

更甚，烟雾一出来，色彩马上就没

了。”

刘智海坦言，他是怀着对电影

的 理 想 和 情 怀 在 创 作《云 霄 之

上》，希望带给观众一种独特的视

觉风格和电影理念。他认为，在费

穆的《小城之春》、吴贻弓的《城南

旧事》后已经很少有人再提及中国

的诗电影：“让中国电影能在国际

上有自己的话语权是在商业化、工

业化电影创作大环境下中国电影

人更应该考虑的事情。”

以创新赋能电影高质量发展LEONIS针对LED放映推出PR音频系统

我呈现它，观众探讨它
——专访《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导演编剧于飞

专访《云霄之上》导演刘智海：

用诗性美学书写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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