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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作为人们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并与他人分享这种认

知和理解的独特媒介形式，自诞生以来便因其与生俱来的可

实现性技术瓶颈，对故事世界的视觉再现与人类想象构成一

定的局限性。然而，人们并不满足于那种被动的再现与纪录，

而是积极寻求和探索一种能够突破再现瓶颈的技术手段与讲

述故事的方式，甚至是一种能够让观众犹如“在场”般的身临

其境之感。这种目标诉求激励着几代电影人不懈付出与努

力，导演李安便是其中一位。近日，其新片《双子杀手》引发广

泛热议，片中所采用的数字技术手段就引起了诸多讨论。

纵观整部影片，120帧/4K/3D与数字化表演可说是《双

子杀手》的两大技术亮点。前者延续了导演在《比利·林恩的

中场战事》中高帧率、高解析度的影像技术指标，后者则集中

体现了当下数字技术发展的技术热点与较高技术水准。同

时，这两大技术亮点也引发了有关当代数字电影的本体美学、

观影体验模式、电影数字资产，以及数字技术与电影叙事之间

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

实际上，自《阿凡达》《狮子王》开始，人们就已经开始探索

一种有别于传统3D刻意制造物象“飞出”银幕，追求所谓“出

屏感”式的影像美学与观众体验模式，而转向试图将观众“吸

入”到银幕故事世界之中，以达到一种沉浸式的“在场”的观影

体验模式。对此，《阿凡达》《狮子王》均采用了最先进的虚拟

拍摄技术，《狮子王》则更进一步，直接将虚拟现实互动技术运

用到虚拟拍摄之中。但是在帧率与影像解析度层面，《狮子

王》依然坚持传统数字电影的影像规格，因此在观影体验的过

程中，并没有使观众真正产生身临其境般强烈的临场感体

验。与《阿凡达》《狮子王》不同，李安坚持了自《比利·林恩的

中场战事》就已开始了的高解析度影像实验，通过分辨率

4096×2160、像素高达 885 万

的影像画面，借助比传统24K影

像成几倍增加的视觉信息量，在

视觉还原层面，大胆探索属于数

字电影自身的本体美学特征以

及新的观影体验模式。

事实上，在影片《双子杀手》

中李安所采用的最重要的数字

技术即是数字化表演。其在技

术运用层面主要涉及两个重要

组成部分，一是以动作捕捉（motion capture）为主要技术手

段，呈现角色在空间中的位移与各种肢体动作；二是以表情捕

捉（performance capture）为核心技术，对角色的面部表情

与情感状态进行权重分析，试图表现CG数字角色细腻丰富的

情感与表情状态。前者主要基于角色在空间中的肢体位置与

动作变化进行捕捉，后者则主要聚焦于对角色表情、情感的表

演进行捕捉。这两个组成部分在根本上是相辅相成的，并共

同作用于角色表演，服务于整体叙事。

在本片之中，CG数字角色的动作捕捉与动作表现较为成

功地实现了李安的表达意图，尤其是摩托车追杀与地下空间

中的近身格斗，CG数字角色小克都表现出了较高的动作水

准，更值得肯定的是，动作过程不仅仅只是肢体动作的展现，

更携带着动作者在不同戏剧性场景中的情绪状态。比如摩托

车追杀的一场戏中，年轻气盛且“克隆”于威尔·史密斯的小

克，面对年长自己20多岁的威尔·史密斯，他的整体动作形态

中显然携带着一种不可一世的狂傲。而在地下空间近身格斗

一场戏中，逐渐了解自己身世与克隆人身份的小克，面对威

尔·史密斯咄咄逼人的斥责，疲于应对的动作形态中则无以遮

蔽地流露出沮丧、恼怒与质疑等混杂的情绪状态。可以说，在

整部影片之中，CG数字角色小克的动作形态及其表现可圈可

点，让观众感受到整个人物似乎都是“真实拍摄”般的逼真。

然而，如果将视点聚焦于角色的表情机制就不难发现，虽

然李安为CG数字角色小克设计了能够应对各种戏剧性情节

的表情“模板”，但是基于面部表情的情感表达较之真实的人

类依然略显单薄。尤其在几个关键的戏剧性情节中，角色似

乎是缺少了真实人类所具有的那种细腻丰富、融合了多种感

受的复杂情感，比如笑中带泪、悲喜交加等。这主要表现在

数字角色小克与其克隆“母体”威尔·史密斯之间人物关系与

情感关系的发展线索中。从反差、冲突到吸引和转化，小克

与威尔·史密斯之间，人物关系的动态变化理应伴随着情感

状态的相应变化，但遗憾的是，片中小克的情感变化却过于

单薄，喜怒哀乐的表现都略显单一，复合的情感机制相对薄

弱，从而导致人性的多元复杂性有所消减。此外，另一条重

要的人物关系线，即小克与克里夫·欧文所饰演的“父亲”这

一人物关系中，小克从信任、质疑到痛恨的情感变化也略显

生硬，真实人类所应具有的微妙、细腻、复杂的情感，在小克

与“父亲”情感冲突的一场戏中明显被弱化。

当然，原剧作文本在情节线索与情感线索层面所存在的

诸多问题也是造成这种情感表现单薄的主要原因。但在技术

层面，在表情捕捉与权重分析的过程中如何在理性数据中融

进更多感性的情感因素，更有效地为数字角色注入灵魂、丰富

情感，或许正是未来数字电影发展的关键。正所谓“戏无情不

动人，戏无理不服人，戏无技不惊人”，情感是艺术表达的核心

要素，同时也是未来数字技术发展所必须要面对的重要命题。

不可否认，李安在此片中基于数字化表演技术的探索是

极具前瞻性的。虽然之前诸如《阿凡达》《战斗天使阿丽塔》等

影片都有类人角色与后人类角色的出色表演，但那种类人化

的，或是卡通化的形象造型与真实的人类形象和情感机制间

还存在明显的距离和差异性，因此，即便是这类角色在肢体动

作与情感表达层面与人类略有差异或不同，观众也不会过于

苛刻。但与之相反，将人们最熟悉的“人”本身以CG数字角色

的形式“克隆”于银幕之上，与真实的人物原型同台演绎并构

成故事中一种核心的人物关系时，必将引发观众更加“苛刻”

的、基于“真实性”的目光审视，此时观众的心理接受度则相对

较窄，甚至数字角色的一个眼神变化都会遭到质疑，而且李安

所采用的高帧率与高解析度的影像恰恰也为观众提供了这样

一种“方便”。因此，如何平衡好高帧率、高解析度影像与观众

观影体验之间的关系,这无疑是当代数字技术一个亟待解决

和重视的问题。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当代电影如何应对网络视频

的全面冲击，如何建立起以影院空间为核心的观影体验模式

与银幕影像的美学范式，李安在此片中的大胆探索和实验提

供了重要的参考。《双子杀手》证明，在当下电影中使用数字演

员完全替代“真人”演员已成为可实现的目标。但另一方面，

这一目标的实现既离不开数字技术的不断研发，更离不开艺

术观念的有效转化。电影是叙事的艺术，数字技术的进步最

终必然要服务于叙事。电影数字技术的成功恰在于能够不断

拓展故事世界的边界，不断激发出创造者的艺术想象力，因

此，如何解决好技术进步与电影叙事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正是

李安的《双子杀手》所引发的思考。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

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正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热播的现

实题材电视剧《希望的大地》就谱写了一曲关于希望、关于拼搏

奋进的壮丽赞歌。该剧讲述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

之前，工、农、商、学、兵等各界中华儿女在党和国家政策引领

下，在隆隆的时代号角声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努力探寻、奋斗的美好故事。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人如此，国亦然。中国取得的巨

大进步是与坚持立足本国国情、坚持改革开放分不开的。宏

观的社会图景与微观的个体命运总是彼此映衬、互相影响，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期更是如此。《希望的大地》将改革

开放的时代浪潮与国家发展历程紧密结合，用几十年间小人

物们的奋斗轨迹折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时代变迁，绘成

了一幅全民奋斗的画卷，颇具现实意义。在该剧中，主人公

并不局限于单一地域里的单一行业、单一人物，而是聚焦各

行各业的典型人物，书写了一部跨行业、跨地域、多线索、多

年龄的群像传记。作品以小切口、大时代的格局展现社会的

沧桑巨变与人生的激荡浮沉，让观众在洞观改革开放历程

的同时亦能观照自身的奋斗与生活轨迹，兼具历史高度与生

活质感。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古老的中国大地重燃希望之光，

贫穷困苦的生活有了改变的可能。正如剧中台词所言，“如果人

人都想到要改变命运，那也可以改变国家的命运，这就是春天，

这就是希望”。在剧中主人公的身上，我们能看到奋斗者们追求

幸福生活的不懈努力与心怀希望的昂扬姿态。剧中，经济学家

吴文渊备受生活磨难，仍关注时事、坚持研读学术论著，希望有

朝一日能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饮冰十年，难凉热血”的座右

铭不仅诠释了其热情与心路历程，也深刻道出了历史转折时期

普通人的心怀向往与执著奋斗。

困难和挫折不能磨灭人们创造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更无法阻止他们向着光明未

来努力的坚定脚步。1977年，高考的恢复让几百万国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求学大军。

对下乡知青马尘、吴蔚然、柳莹等人而言，高考就是他们心中的阳光，是改变命运的希望

与动力所在。在田间地头劳作之余，他们没有放下课本，没有放弃改变生活，进入大学殿

堂以将来投身祖国建设的希望，这如磐石般的坚定信念，使他们在取得了不凡成绩后，

也依旧能时刻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此外，《希望的大地》还勾勒了丰富的小人物群像，如

土地守望者、大国工匠与忠诚卫士等。田庆丰、谷淑珍等人在土里刨食，在田间生长，耕

耘不辍，在变革中努力向前；马守民、马昊、田巧妹等人行业虽各有不同，但都于逆境中

前行，成长为领先者、排头兵，诠释着工匠风采；柳诚等人则尽显中国军人本色，坚定忠

诚，保家卫国。

纪念是为了不被忘却，驻足是为了牢记使命。该剧一开篇，就是几位见证了国家

发展的“老知青”返回当年的知青点重温初心的情节展现。可以说，《希望的大地》不仅

是关于奋斗的时代颂歌，也是对国人努力创造幸福生活，而国家愈加强大的纪念与驻

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目标。而《希望

的大地》恰好以奋斗史诗与希望之歌诉说着来时路的不易与前行之路的坎坷，同时也鼓

舞着荧屏前的每一个普通人：美好的未来需要我们用信念去写就、用奋斗去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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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字角色注入情感和灵魂为数字角色注入情感和灵魂
————谈李安电影谈李安电影《《双子杀手双子杀手》》中的数字化表演中的数字化表演 □□孙承健孙承健 李锦云李锦云

在中国话剧史上，朱双云的影响

远不及田汉、欧阳予倩等人。2018年

是田汉诞辰120周年，今年又是欧阳

予倩诞辰130周年，学界均有相应纪

念活动。而今年亦是朱双云先生诞辰

130周年，各界纪念却鲜有。先生似

已被世人忘却了。

朱双云1889年出生于上海，少

年时曾求学于南洋、民立中学，并在

民立中学就读期间第一次真正接触

到了学生演的新剧。1906年，年仅17

岁却颇有组织能力的朱双云邀集同

学汪优游、王幻身等人组织了“开明

演剧会”，连续演出了3天。这次演出

首开新剧演出为灾民募捐之先河，因

而在中国话剧演出史上占有了一席

之地。此后，朱双云又先后组织、参加

了“一社”、“仁社”、余时学会、上海演

剧联合会的新剧演出。随着演出地点

由老城厢移到了租界石路的天仙茶

园等地，影响也日渐扩大。

1913年9月，郑正秋成立了中国

话剧演出史上第一个以演“家庭戏”

为主的商业剧团新民社，朱双云作为

郑正秋的助手，“以全力来襄助正秋

先生，经营新民社”而就此投身于职业

话剧的商演活动之中。次年5月，朱双

云便出版了对其一生都影响巨大的著

作《新剧史》，此书亦成为中国话剧史

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除此之外，朱双

云还著有《初期职业话剧史料》《菊部

珍闻》《中国之优伶》《三十年来我的戏

剧生活》和《廾年湖海记》等作品，在报

刊上亦发表过不少文章，甚至还有

《碧血黄花》《平壤孤忠》《汪精卫卖国

丧身》等6个迄今尚存的剧本。

朱双云与欧阳予倩的首度合作

始于1916年3月，当时他邀汪优游、

徐半梅、欧阳予倩等人组织了大成

社，进驻上海笑舞台，演出“高尚新

剧”。在此期间欧阳予倩创造了“红楼

歌剧”，一方面为笑舞台赢得了声誉，

一方面高昂的开支也最终拖垮了大

成社。1918年 4月，朱双云“卷土重

来”，二度进入笑舞台，于此期间创办

的《笑舞台》报也成为反映中国早期

话剧运动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文献。

1922年，朱双云协助昔日好友

顾无为在上海大世界导社的乾坤大剧

场经营新剧并主要承担编剧工作，期

间编写了大量历史题材剧目，如《满清

三百年》《吴三桂借兵》《怪杰张勋》等。

1926年导社解散后，朱双云继续以导

社之名在汉口上演新剧，但因演剧内

容“进步”而一度被汉口警厅查禁，直

到1926年8月北伐军攻克武汉，朱双

云才借机“在立大舞台恢复了导社”。

1928年后，朱双云开始把主要

精力由新剧转向戏曲，在武汉经营剧

场期间他做得最为出色的一项工作

便是对长期以来戏园的陋习进行改

革。1934年 10月，朱双云联络刘荣

升、卢秋兰、赵小楼等人成立“标准平

剧团”，并租赁汉口的维多利电影院演

出戏曲。新剧院废除了案目制，实行对

号入座，剧场内不卖茶点零售，不递手

帕，不得收取小费，革除了乏味的“开

锣戏”等举措，对净化舞台、整顿剧场

秩序均起到了积极作用，“使汉口沉闷

的剧坛，得有一线的生机”。

其时，“在长江一带吃戏饭的人，

无有一个不知道朱双云”。在前台他会

撰广告，在后台缺少角色时他还能代

戏，被认为“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物”。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朱双云

领导标准平剧团积极投身于爱国救

亡运动，在汉口演出了《芦沟落日》

《万里长城》《岳飞的母亲》等爱国剧

目。同年8月，汉口市新成立的“剧业

剧人劳军公演团”推举朱双云为公演

团主任。在公演团慰问前方抗敌将士

期间，朱双云又创作了大量宣扬抗日

爱国的剧本《文天祥》《梁红玉》《万里

长城》《卧薪尝胆》《岳母刺字》《昭君

和番》《桃花扇》《陈圆圆》等，可惜的

是，这些剧本后来均已散失。

1937年底，“中华全国戏剧界抗

敌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朱双云当

选为常务理事和话剧部主任，与田

汉、阳翰笙、安娥等人共事。武汉失守

后，朱双云没有随大部分艺人重返上

海，而是“举家逆江西上，止于重庆”，

在重庆国立编译馆任职。只是赴渝之

后，朱双云早年就患有的肺病愈发加

重了。1942年 3月 31日，年仅53岁

的朱双云逝于北碚，上海《申报》发消

息叹其“身后萧条”。

朱双云一生笔耕不辍，即便病重

期间“犹日写数千字”，但战乱和时代

的更迭却使其著作大都散落。先生去

世后，其生前好友李元龙、胡绍轩、龚

啸岚等在纪念文章中均提及，朱双云

在临终之际仍奋笔疾书其又一著作

《中国之优伶》。如今，这些经多方查

找终于从《社会日报》中辑录出的《中

国之优伶》残稿终于汇集成册，由文

汇出版社出版了。

作为一位狂热的戏剧爱好者，朱

双云身处社会动荡、战乱不休的时

代，一直都在戏剧的园地孜孜以求，

努力耕耘。不论其早年投身新剧创

作，还是中年之后推动戏曲改革，朱

双云都将戏剧视作自己的立身之道。

他虽不曾建构过宏大的戏剧理论，却

在中国戏剧运动的历史中，在其多年

的戏剧经营生涯中形成了其特有的

戏剧观念。

《中国之优伶》作为一部残稿，其

所述内容多是作者当年的亲身经历。

为谋求生计，朱双云在定居汉口后仍

时常穿梭于沪汉之间为所经营的剧

场寻找合适的演员。书中对沪汉两地

伶人的经济状况、日常生活、宗教信

仰、演剧情形等均有详细、生动的描

述，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民国时期伶界

艺人的社会生活提供了绝佳史料。

解放后，新中国对话剧史料文献

有计划的整理工作始于1957年1月。

田汉、欧阳予倩、夏衍和阳翰笙4人

向中国剧协主席团建议“举办话剧运

动五十年纪念及搜集、整理话剧运动

史资料，出版话剧史料集”。此建议得

到了全国各地剧协的响应，在中国剧

协上海分会任职的董天民曾与朱双

云有故交，于是便从朱双云之女朱衡

处获得了其收集的《中国之优伶》剪

报本。遗憾的是，1958年出版的《中

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中却未能

收录这些珍贵资料，仅存有欧阳予倩

的两篇文章《回忆春柳》和《谈文明

戏》。然而，作为中国早期话剧运动的

先驱者之一，与欧阳予倩同庚的朱双

云一生的戏剧经历，及其对中国话剧

运动所做的贡献，是绝不应被历史、

更不应被世人所忘却的。

一位不应被忘却的戏剧家一位不应被忘却的戏剧家
————写在朱双云的写在朱双云的《《中国之优伶中国之优伶》》出版之际出版之际 □□赵赵 骥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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