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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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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生自传：
我的童话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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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 马伦·霍格兰
出版社： 后浪

“表演捕捉”逼真还原
真人实感

在科幻巨制 《阿凡达》 中，
詹姆斯·卡梅隆研发的一系列技
术———接近于人眼的3D摄影机、
同步预览即时CG画面的虚拟摄
影机都引领3D技术向前跨进一
大步 。 而今年将要上映的新片
《阿丽塔： 战斗天使》 技术上将
要比 《阿凡达 》 更升级 、 更先
进 。 这也是电影史上首次实现
CG和真人结合的类人类角色 。
两位工程师为嘉宾和粉丝详细讲
解了 “表情捕捉” 的实现过程 ，
为了完美捕捉演员面部细节， 技
术人员用演员罗莎·萨拉扎牙齿
和牙龈的模具建立面部肌肉系
统。 在骨骼上增加肌肉、 脂肪组
织……一步一步融合成有血有肉
的人物形象。 在现场大屏幕上，

还将萨拉扎穿动作捕捉服的拍摄
画面， 与特效制作后的成片进行
对比， 两个场景除了服装不同，
演员的表演全部被真实地保留了
下来！ 萨拉扎一系列或激昂或细
微的表情使得角色更加生动、 有
灵气。

《阿丽塔： 战斗天使》 的高
级质感离不开严谨的制作， 影片
各方面数据都十分惊人。 在角色
塑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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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完整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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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组装。
所有的零件随着人物的每一个动
作高速运转。

全CG场景构建未来机
械世界

卡梅隆早在2005年筹划 《阿
凡达》 时， 便开始主笔电影初期
剧本。 2015年他邀请鬼才导演罗
伯特·罗德里格兹加入， 两人联

合特效团队维塔工作室将这个
“大事业” 正式推上日程。 罗德
里格兹是业内不可多得的 “全
才” 型导演， 从执导到剪辑， 再
到摄影、 视效方方面面， 可以说
“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 正是由
于两位导演过硬的专业知识和独
特的审美， 他们与特效团队一起
将 整 部 电 影 精 雕 细 琢 ， 不 仅
是 充 满野心地还原整个城市 ，
作为 “完美主义者” 的卡梅隆和
罗德里格兹坚决不会放过任何一
个细节。

为了打造原著宏大磅礴的机
械世界， 钢铁城在得克萨斯州奥
斯汀进行实景拍摄 ， 占地96000
平方英尺。 6公里长的电缆穿过
建筑物， 使其在拍摄的整个晚上
都能照明。 为城市增加了一些空
间使其更具规模， 街道的尽头都
是开放的， 不同的区域被装扮成
城市的不同区域。 城市的总体布
局真实借鉴了巴拿马和布宜诺斯
艾利斯等南美城市的数据。 在阿
丽塔换上狂战士的躯体后， 能够
看到玲珑剔透的手指和少女身体
的曼妙曲线， 将手指放大， 指尖
的纹理清晰可见。 电影中还首次
用水模拟头发和衣服浸水后的现
实状态。 制作团队让潜水员在水
中屏住呼吸6分钟， 真实模拟阿
丽塔落水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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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台电脑进行运算制
作、 团队对特效场景渲染时间总
计为4.32亿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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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上
世纪90年代最为经典的格斗漫画
之一。 故事讲述未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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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记忆的阿丽塔偶
然间发现自己拥有超强的战斗能
力， 之后在接连不断的战斗中迅
速成长， 并开启探寻身世之谜的
史诗级冒险。

（新华）

本报讯 据德国 《西部日报》
27日报道， 荷兰梵高艺术博物馆
日前决定， 不再把 《向日葵》 外
借其他地方展览， 这幅画将永远
留在阿姆斯特丹的 “家中”。

博物馆在一份声明中称， 馆
方在对这幅有130年历史的名画
进行修复时， 发现这幅画作的状
态虽然稳定， 但非常脆弱， 很容
易受损。 对此， 梵高艺术博物馆
馆长鲁格解释道： 画作的涂层和
颜料都没有大问题， 但对震动、
温度与湿度的变化非常敏感。 画
作应尽可能减少移动， 存放在气
温稳定的环境中 。 因此馆方决
定， 不再把这幅 “镇馆之宝” 外
借到其他国家。

荷兰梵高艺术博物馆所保存
的 《向日葵》， 是梵高 “向日葵”
系列作品中最知名的一幅 ， 自
1973年开馆以来曾被外借过6次。

(青木)

本报讯 流失海外百余年、 去年曾在英国被拍卖
的圆明园文物青铜 “虎鎣” 将于今日起亮相中国国家
博物馆南12展厅， 面向公众展出。

“虎鎣” 原为清宫皇室旧藏， 1860年被一名英国
军官从圆明园劫掠获得， 此后一直由其家族收藏。 据
文物专家鉴定， 青铜 “虎鎣” 为西周晚期文物， 顶盖
内铸有 “自作供鎣” 铭文， 因其精美独特的造型、 罕
见的虎形装饰而具有重要的历史、 艺术和文化价值。

去年， 青铜 “虎鎣” 历经拍卖、 抗议、 捐赠， 最
后回归中国， 引发海内外持续关注。 去年3月， 国家
文物局得知 “虎鎣” 将在英国拍卖， 在基本确认为圆
明园流失文物后， 数次发表声明要求停止拍卖， 中国
拍卖行业协会、 国内主要文物艺术品拍卖平台等相继
发声。 4月11日， “虎鎣” 以41万英镑 (约合366万元)
价格被拍出， 其后， 境外买家将文物捐赠给中国国家
文物局。 11月23日， 青铜 “虎鎣” 顺利抵达北京； 12
月11日， 国家文物局向中国国家博物馆划拨青铜 “虎
鎣”， “虎鎣” 正式入藏国博。

据悉， 本次展览是国博鲜有的以单一文物为主题
策划的主题展览， 将全景式展现 “虎鎣” 本身的器物
特点和流传历史。 展览分三大单元， 从器型、 铭文、
功能、 纹饰、 器座等多方面详细介绍对 “虎鎣” 的初
步研究成果， 对 “虎鎣” 从流失到回归的历史过程进
行呈现。 （艾文）

植物如何将阳光转化为能
量？ 生物之间是怎样竞争与合作
的？ 生命从何而来？ 它到底是如
何运转起来的 ？ DNA是怎样使
用四个字母就编码出地球上所有
生物的指导书的？ 为什么精子和
卵子的组合可以变成一个具有五
万亿细胞的婴儿？

本书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和风
趣幽默的漫画， 将基因和蛋白质
的微观世界与生物个体的宏观世
界紧密地联系起来， 从细胞内部
的原子和分子开始讲述生命的奥
秘。 追随作者的笔触， 你可以窥
探到肉眼看不见的细胞， 也能够
知晓万物之间皆有联系。 本书结
合了生动形象的插图和贴近生活
的比喻， 让科学变成一部卡通纪
录片， 让我们更轻松地了解生命
的运作方式， 感叹大自然的智慧
与美丽！

在被中国读者一直作为 “童
话大王” 接受的安徒生的精神世
界里， 有太多是在童话以外不为
人知的东西。 而这部自传， 正是
解秘安徒生童话的一把金钥匙。

安徒生来自小镇欧登塞的底
层社会 ， 十四岁时去了哥本哈
根，在那里闯出了自己的路，成为
了国王和王子的朋友。 在他的自
传中， 他生动地描述了他小时候
熟悉的丹麦的市井生活， 以及之
后他接触的丹麦的贵族圈子和欧
洲上流社会。 他还生动地叙述了
他和那个时代的重要作家、 作曲
家、歌唱家的交往，他是那个时代
旅行最广泛的作家之一， 他的旅
行把他带到了远东的君士坦丁堡
和北方的洛蒙德湖。 他对这一切
的描述堪称是一幅19世纪欧洲的
风俗画。

■文娱资讯

《向日葵》
不再外借展览

梵高博物馆：

归归国国文文物物““虎虎鎣鎣””
今今起起国国博博展展出出

维维塔塔大大师师
详详解解《《阿阿丽丽塔塔》》
幕幕后后历历程程

由二十世纪福克斯出品， 科幻电影大师詹姆斯·卡梅隆编剧及监制、 鬼才导演
罗伯特·罗德里格兹执导的科幻动作视效巨制 《阿丽塔： 战斗天使》 将在2月22日
与中国内地观众见面！ 日前， 幕后团队维塔工作室的动画主管Mike Cozens和视觉
主管Eric Saindon来到北京， 与中国影迷分享特效制作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