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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VR）

2017年 10月，微软发布了Windows

10的一个系统更新。有了它，用户便可以

体 验 混 合 现 实 平 台（Windows Mixed

Reality，以下简称WMR平台），配套使用

来自包括戴尔、三星、宏基等诸多合作厂家

的头戴显示器（以下简称头显）。

WMR平台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眼球。

这些新近推出的头显与以往如 Oculus

Rift等相关产品的不同之处，主要是将位置

追踪功能集成到了头显内部，不再需要像

Lighthouse这样的外设，正如艾里克斯·奇

普曼在发布会上所说：“不需要外部的传感

器，不需要一堆摄影机，不需要在你的墙上

钻孔”。

微软官网则写道：WMR平台“提供超

过 2500 种游戏和 VR 体验，可从 Steam

VR 和 Microsoft Store 获得”（该数字为

2018年5月的版本）。从名称上说，这些头

显的官方称呼（之一）是“沉浸式VR头显”，

不难看出，微软很清楚这些头显的本质是

VR。但透过这个平台，微软似乎仍然希望

将其划分至一个广义的MR范畴当中。这

多少有些令人匪夷所思。说微软玩弄概念

的人不在少数。即便这样说有些夸张，但

将一个VR产品直接划归到MR之内的做

法仍然是颇有问题的。当然，这样做的部

分原因或许在于WMR平台本身就是Ho-

lographic的升级版，这个平台曾经就是专

攻HoloLens这种MR产品的。通常认为

MR在一定程度上是更高级形态的AR（增

强现实），但MR其实在很早便跟VR产生

过联系。最早提出MR概念的人是保罗·

米尔格拉姆，1994年他将MR描述为“现

实—虚拟统一连续体极值之间的所有东

西”。这个连续体所涉及的内容可以示意

为：完全的实景——增强现实——增强虚

拟（在虚拟环境中添加现实的物像）——完

全的虚拟环境。现在的问题是，完全的虚

拟环境，也就是VR，是否应该被算作MR

的范畴之内。很明显，微软对此给出了肯

定答案。然而，如果真是这样，难道另一个

方向上的极值，也即完全的实景难道也应

该被算作混合现实吗？如果概念被如此扩

充，也就失去了原本应有的说服力。

抛开以上争议不说，WMR平台还是很

具吸引力的。在这个平台下配合头显以及

控制器，我们可以在一个名为“悬崖之屋”

（Cliff House）的VR环境下办公，一个宽

敞、整洁的虚拟办公室任你布置。有一种

“黑科技走进现实”的感觉。不过，这样的

办公环境究竟能带来多大的工作便利和

工作效率提升，还是个未知数。沉浸式

头显会让虚拟影像占据人的所有视野，使

用者看不见输入设备的实体，输入文字难

道要依靠100%的“盲打”？别忘了麦克卢

汉早就提醒过，当媒介延伸了我们身体的

某些部分时，我们的其他能力往往会遭

致截除。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不相信人

们使用 VR 手持控制器来写邮件的速度

会比用惯了几十年的键盘鼠标更快。但

我仍然期盼着WMR平台在未来会带来更

大的惊喜。

看完《猫与桃花源》之后，我有一个整体感觉：很难对

故事中的人物产生移情。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无法对故事

中的人物投入情感且不能理解人物行为的动机。

小家猫斗篷为了到外面的世界去玩，不知深浅地爬到

了楼房的窗外。在斗篷险些坠楼的刹那，爸爸毯子把他救

了回来。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前，影片铺垫了几次斗篷试图

出门但未果的情节。本以为斗篷这次差点丧命的冒险举动

会将父子之间的冲突点燃，但毯子却对斗篷说：“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你也太不小心了！”这并不像父亲对儿子的关

爱，更像是因为害怕出事而随口冒出来的责备。而在我们

期待看到父子间的矛盾升级时，毯子却在说了“猫不是鸟，

猫不能飞”之后，陷入了痛苦的回忆。

从回忆情节中可以得知，斗篷的妈妈正是死于意外坠

楼；而作为丈夫，毯子却没能阻止这一切。如今相似的情节

再度重演，同样的悲剧险些发生在斗篷身上，毯子内心痛

苦，而表现出来却只是欲言又止。我理解编剧的用意——

这场对话具有三个功能性意义：需要对斗篷妈妈已经离世

这一信息进行铺垫；让毯子在情急之下骗斗篷说他妈妈去

了“猫的桃花源”；同时要用毯子话语中的“飞”提示斗篷，以

便引入斗篷尝试“飞”的下一场戏。然而，毯子和斗篷的对

话确实满足了剧情发展的需要，却没能体现出二人之间的

父子情感，以及他们对于“家与自由”这一矛盾的不同理解。

斗篷要出去，毯子说不行；斗篷要出去，毯子说还是家

里好；斗篷为了出去差点坠楼，毯子说你怎么这么不小

心……这多少给人一种车轱辘话来回说的效果：影片只表

现出了斗篷“我是孩子，我想出去玩儿”，却没有通过视听

手段描述出外面的世界究竟有多么令人向往——编剧并

不是没有表现，而仅仅是通过对话让斗篷自己说了出来：

“对面的城市是什么样子？我想出去，因为我从来没有出

去过。”

的确，家庭幸福并不能成为阻碍斗篷追求自由、向往外

面世界的理由——我们多少都体会过这种感受，至少在某

一个瞬间，对更广阔的天地充满了无限的向往。但作为一

部动画电影，要让观众能站在斗篷的角度，理解他并不是一

个不珍惜幸福的、只想瞎折腾的“作”的孩子。可电影里对

斗篷心理的描绘过于简单，只是“我要出去、我想出去”的不

断重复。编剧为了强化斗篷想去外面的动机，让毯子透露

出“你妈妈去了桃花源”这一重要的信息，给斗篷义无反顾

的出行增加了更能说得通的理由。但这在后面又牵扯出更

多的问题——

当斗篷从老黑猫口中得知妈妈早已去世、根本不在桃

花源时，影片并没留给小猫多少悲伤的时间；而当毯子亲

口对斗篷说出妈妈根本不在桃花源的真相时，斗篷的表现

又未免过于积极乐观了：“没关系，爸爸，我已经知道

了！”“找妈妈”更像斗篷离家的幌子：借“找妈妈”的名义，

到外面自由的世界晃一圈。于是，这又从侧面强化了斗篷

的“作”。

在编剧技巧中经常强调一点：将故事中的人物逼到死

角，让他没有任何转身的余地，之后再让人物进行顽强的

反抗。人物的处境越艰难，故事就越精彩。现在让我们看

看《海底总动员》是如何处理角色动机与角色之间的矛盾

的——

小丑鱼莫林担心儿子尼莫在大海中遇到危险，在开学

第一天就紧紧尾随尼莫去学校，很多东西他都不准尼莫

玩，这让尼莫极其反感；他又当着尼莫的老师和伙伴，管

尼莫天生很小的鱼鳍叫“幸运鳍”，让尼莫十分难堪；最

后，莫林当着尼莫的小伙伴们说自己的儿子根本不具备

良好的游泳技术，更让尼莫大丢面子。对于孩子而言，在

小伙伴面前丢脸，被大人当众过度保护（其实还是丢脸），

无疑是最令人生气的事情。尼莫一次次忍受莫林，但在

若干次铺垫之后，尼莫和小伙伴们在看到海上的渔船并

开心地比赛谁敢更靠近渔船时，莫林居然又扫兴地跳出

来当众制止……尼莫终于被逼到了死角，激发了和莫林

冲突的大爆发。为了和莫林赌气，也为了证明自己的勇

敢，尼莫朝着危险不断前进，甚至用鱼鳍拍打爸爸绝不允

许他触碰的船底。

如果说在《海底总动员》中，莫林与尼莫的冲突在一次

次铺垫中逐渐升级，那么在《猫与桃花源》中，毯子与斗篷

之间的矛盾却如温吞水一般——就好像是两个准备吵架

的人，只是有气无力地随便争吵了两句，然后斗篷一言

不合就离家出走了。剧情就像一张弓，前面的铺垫越严密、

压抑得越紧，最后冲突的爆发才会越激烈。既没有父子情

感的描绘（斗篷对自己不上进的父亲永远是一脸嫌弃），又

没有充分的离家理由，让观众在目睹斗篷乘上自行设计的

飞行器离去时毫无感觉，而这本该是一场非常有爆发力

的戏。

从《小夜游》《小门神》《阿唐奇遇》到《猫与桃花源》，

追光动画和导演王微一直在走原创动画之路。画面和技

术的显著提升，让追光早已成为业内无人不知的原创动画

公司；但每部动画电影在剧情上出现的漏洞，却让人不断

重复地感慨故事对于商业电影的重要性。实际上，如果我

们放低标准和要求，只要将人物塑造好，剧情上的瑕疵观

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大圣归来》和《大护法》就是典

型的例子。然而为了圆剧情而破坏了人物行为的合理性

建构，恐怕只会让故事显得零碎，同时观众对人物也无法

产生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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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R平台下的“悬崖之屋”

■实验动画

影片结尾，毯子和斗篷真的来到了猫的桃花源

VRVR：：好玩的好玩的““时空机器时空机器””
□刘 是

角色行为动机的合理性探讨角色行为动机的合理性探讨
————如何评价原创动画如何评价原创动画《《猫与桃花源猫与桃花源》》 □□李李 萌萌

“六一”或者暑假档引入国外优秀动画电影似乎成了业内一个

惯例：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一起观看——或者为了满足孩子的愿

望，或者为满足父母心中那个没长大的小孩；看电影已不再是大人

的专属，而成为亲子活动的一种。2018年的儿童节，日本的国民偶

像“机器猫”再次从东洋远道而来，装饰着孩子和父母美丽的童年

梦想。

《哆啦A梦：大雄的金银岛》的故事并非出自漫画家藤子·F.不

二雄的笔下，而是由其工作室在原有短篇作品的基础上进行的再

创作。依旧是暑假，主人公大雄从博学的出木杉那里了解到《金银

岛》的故事，随后哆啦A梦在他的道具中近乎奇迹般地在太平洋中

心发现了一座新岛屿——那里蕴藏着巨大的宝藏！就这样，大雄与

哆啦A梦和静香、胖虎、小夫一起，怀着一颗冒险之心勇敢前行。不

料半路上一伙海盗闯上了他们的船，阴差阳错地劫走了静香。为了

找回静香，大雄和伙伴们在新朋友弗洛克的帮助下，在茫茫大海中

扬帆起航……

毫无疑问，影片一定会有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的皆大欢喜的

结局，但与之前的长篇作品有所不同的是，这部作品中似乎没有真

正的坏人，只有怀着拯救人类（特别是儿童）的美好愿望的船长、无

奈而失意的父亲、中年丧偶之后心如死灰的丈夫、对待部下不算严

苛自己却近乎完美主义的统治者——那位神秘的科学家。电影似

乎想告诉孩子很多道理，比如“做事要认真，马虎可能带来大问题”

“家庭最重要，亲子之爱最珍贵”“为了友谊可以付出一切”等等，并

在姑且可算自洽的情节里，构建了一场与之前很多次一样属于小

学四年级的暑假冒险。主人公不会长大，但是看电影的人，是否会

回想起第一次从哆啦A梦的故事中了解世界的心情？

说句老实话，本片对第一次看哆啦A梦大电影的观众来说有

一点点细节上的不友好，影片中使用的诸多道具，比如重力油漆和

穿行环之流，都缺少必要的解释，某些对历史背景缺乏了解的观众

可能会有些许糊涂。不过为了适应新观众，电影制作方特意做了一

些颇具时代感的处理——比如展开地图的方式，在20世纪80年

代漫画家笔下是以传统纸质地图的形式展开，在电影中则被与时

俱进地改成了触摸屏……诸如此类的还有“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地

球上早已没有什么秘密”之类的台词。总之瑕不掩瑜，相比国产动

画中部分稍显低幼的情节和不够精美的画面来说，《哆啦A梦：大

雄的金银岛》是一部除了缅怀昔日情怀之外，依旧值得举家前往电

影院欣赏的电影故事。在人情多少有些淡漠的今日社会，能够感受

一种纯碎的友谊，为了一个近乎不可能的梦想去冒险两小时，也算

是一种弥足珍贵的体验。

期待2019年的消夏时分，再次能够在中国的大荧幕看到这群

小学生的冒险，重温我们的童年梦想。

披着披着MRMR外衣的外衣的VRVR？？
————微软混合现实平台微软混合现实平台 □□刘书亮刘书亮

在虚拟现实（VR）迅猛发展的今天，有人

甚至将VR游戏形象地比喻为“好玩的‘时空机

器’”。何来这种说法？让我们举几个例子——

例一：
1969年至1972年间的7次阿波罗登月任务

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之一。40多年后，

VR游戏《阿波罗11》（Apollo 11） 再现了第

一次登月旅行，让我们能以宇航员的视角，体验

从火箭发射到登陆月球直至返回地球的精彩过

程。

《阿波罗11》使用了不少历史录音，配合写

实的三维场景营造出相当不错的现场感。游戏玩

家不禁会赞叹——从超过海拔180千米的高度俯

瞰地球、在月球轨道上遥望地球或者俯瞰月球

时，眼前的景象是何等的壮观！再由此推想人类

在宇宙中本是多么的渺小，而人类的科学与文明

又是多么伟大。

这款VR游戏还有一个看点：假如观众认为

“观影模式”过于单调，他们还可以在一些环节

中用“交互模式”来操纵飞船。对很多人来说，

能足不出户地“亲身体验”月球之旅，已经令价

格不菲的VR设备物超所值了。

例二：
就像有些“学霸”在玩游戏时不忘钻研航天

知识一样，工作狂们常常也不满足于8小时的工

作。针对这部分人的需求，有人开发了VR游戏

《职业模拟器：2050年档案》（Jobs Simula-
tor: The 2050 Archives）。游戏设定在2050

年，那时机器人已完全代替人类工作，而这个

模拟器却能让四体不勤的人类找回工作的感

觉。玩家可以选择担任办公室白领、便利店收

银员、厨师或是汽车机械师。这一游戏与其卡

通画风一样“魔性”：各种道具都可以被尽情

“滥用”——你可以用办公室里的奇怪复印机复

制各种物品，甚至可以尝试着复印自己的脑

袋；而在做料理时胡乱放许多调料也没有人管

你；修车时机器人上司会指使你给使用优惠券

的顾客的汽车使坏，好让顾客早些再次光临

（这倒是和现实中的黑店并无二致）……总之，

《职业模拟器：2050年档案》让工作狂们可以彻

底地淘气一下。

例三：

如果你的父亲被绑架了，你可能就顾不上工

作了。在VR游戏 《任性的天空》（Wayward
Sky）中，主角贝丝就遇上了这样的倒霉事。作

为玩家，你将在天空中的城堡里探险和解谜，营

救贝丝的父亲。在故事最后，贝丝还结识了一个

“不打不相识”的新朋友……整个游戏给人印象

最深的是风格化的场景、气氛神秘的音乐以及制

作精良的动画。一个人在虚拟的世界里探险或许

有些孤独，好在你可以把头戴显示器中的画面同

步显示在电视机上，让家人和朋友一边围观一边

给你出主意。

例四：
旅行、工作、与亲友共享时光……所有这

些，虚拟现实都可以满足你。但是，生活中不能

没有音乐，这一需求虚拟现实也能满足吗？是

的，也能。当你一个人在家时，你不妨玩玩《音

盾》（Audioshield）、《重击者》（Thumper）
之类的音乐类VR游戏。在玩这类游戏时，面对

画面中随音乐不断变化的视觉提示，你要通过

VR交互控制器及时做出反应——之所以要“一

个人在家”，是因为你不希望别人把你玩时的滑

稽样子发到社交网络。

人类的进步需要我们不时地回顾过去，同时

不停地展望未来，而虚拟现实正是辅助这两门重

要“功课”的合适工具。也许,未来的宇航员会

从今天的VR体验者之中涌现，也许绚丽的音乐

游戏会让人类忘记战争……

也许。

（本栏目由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
新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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