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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玩具总动员》
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完全使用电脑三维

动画技术制作的动画长片，当时使用的制
作软件都是非常初始的版本，只能在文本
编辑器里创建，没有视觉效果的反馈系统，
所以一些玩具人物身上的毛发几乎都是简
单的绘画贴片。

2010年《玩具总动员3》
片中玩具宠物们不但脸部表情更加丰

富细腻，动画界最难处理的“毛发制作”技
术得到了明显提升，除了细致浓密，甚至可
以体现出重力、加速度和力量的逼真现实
感。

2010年《爱丽丝梦游仙境》
特效团队为影片拍了总共大约2500

个视觉特效镜头。电影中几乎所有的环境
都是虚幻的，所有演员几乎都是在绿幕前
表演。服装、身体比例都是用计算机模拟
人像技术制造完成的。

2016年《疯狂动物城》
设计师耗时8个月时间制作兔子和狐

狸身上的250万根毛发，并在显微镜下研究
各种毛皮，以求64种动物的毛皮都和自然
环境中一样。

2016年《奇幻森林》
影片中除主人公小男孩外，黑豹、棕

熊、老虎等动物都是用CG特效配合绿幕做
出。制作团队采用顶尖的动作捕捉技术，
演员们穿上贴有识别标记的特制服装在几
十个镜头前表演，他们的动作、神态被如实
记录下来，通过电脑的演变，仿生化作影片
中不同的动物。

2018年《胡桃夹子和四个王国》
片中四个王国中有三个王国是用实景

搭建的方式来完成的，画师们为这部电影
创建了1000多个特效镜头，包括宫殿、森
林、河流，以及大量角色的构建。

2019年《狮子王》
导演乔恩·费儒感叹：“能集结这样的

技术梦之队。让如此经典的故事得到新
生，是导演的梦想。”

迪士尼于近日发布真人电影《花木兰》的
预告片，虽然只有一分半钟长，但作为迪士尼
真人电影里第一部中国公主影片，预告片一
出，国内外的社交网络一片哗然。

外国网友对片中没有了搞笑担当木须龙
颇感遗憾，而中国网友则对片中连刘亦菲都
不能拯救的鹅黄妆，花木兰生活的环境居然
是位于福建的土楼等元素吐槽不止。一分半
钟就能有这么多的文化元素水土不服，不知
道全片出来是不是槽点更多？

其实，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国外拍摄中国
题材作品，大都如此：堆砌着他们自认为的中
国元素，勾画着他们自认为的中国人形象，内
涵却依然是典型的西方观念。若不是如此，
动画版花木兰怎么会是丹凤眼、厚嘴唇？花
木兰虽然成为第一个被迪士尼加入公主系列
的东方女性，成为迪士尼八大招牌公主之一，
但她依然是迪士尼的公主，而不是中国的花
木兰。

奇怪的是，迪士尼版《花木兰》虽然漏洞
不少，但无论动画版还是真人版的影响力都
很大。相比之下，中国人自己拍摄的花木兰
也有很多版本，却从未受到如此“礼遇”，也许
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国内影视化的“花木兰”
竟有六七个版本之多。

众多中国“花木兰”中，最知名的当属赵
薇在 2009 年出演的电影《花木兰》。但当年
这位“花木兰”的境遇颇为不顺，号称投资两
亿多元的影片，全球票房仅仅过亿元，让主演
坐实了“票房毒药”的称号。国内影视界为什
么讲不好中国故事？

迪士尼动画版《花木兰》导演托尼·班克
罗夫特曾透露，在该片四年多的制作过程中，
他们用了一年半的时间研究中国的文化和历
史。对于剧中武术动作的一招一式，不同朝
代的服装和流行元素，具体到女性的发型、服
装，甚至是桌上的茶杯，都做了认真仔细的了
解。迪士尼尽管如此认真，但因为文化隔阂
还是难免有各种漏洞。相比之下，国内影视
圈更偏向“快餐式”历史题材创作，剧中屡屡
出现与时代不符的道具，胡乱穿越的台词，有
的影视作品为了讲述一个套路化的故事，甚
至随意篡改历史背景。

国内影视人讲不好花木兰故事，大概就
是缺乏认真、踏实的创作态度。如果我们也
能像迪士尼那样认真研究，又有文化优势，自
然能讲出更好的中国故事。时下正在热播的

《长安十二时辰》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马伯
庸讲的是一个类似美剧《反恐 24 小时》的故
事，但他说最难的是对那个时代生活细节的
精准描摹，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去研究唐朝的
生活细节。唐朝人怎么喝茶、吃饭，男子外出
怎么花钱，女子出门佩戴什么首饰，甚至长安
城下水道走向，都要一一描摹。正是这些看
似没用的细节为剧情赋予难得的质感，才能
讲好这个中国式的“反恐故事”，这样的作品
才是再高超的外国创作者也无法超越的。

本报综合消息

第19186期开奖公告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7630876元
本省（区、市）销售金额：107096元
开奖结果：5 4 7

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10392注0注19486注

本地中奖注数45注0注216注

单注奖金1040元346元173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青海省）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9月10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592601.3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5”

奖 级
一等奖

中奖注数
22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2200000元

第19186期开奖公告
投注总额：11987912元
开奖结果：5 4 7 6 0

本期中奖情况

274811403.1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9月10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中国福利彩票
七乐彩全国开奖公告

第2019080期

中奖号码
基本号码

05 14 18 19 24 25 26
特别号码

20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2
12
293
780
7974
13458
84907

青海省中奖注数
0
0
0
4
24
62
351

每注奖金（元）
769358
18318
1500
200
50
10
5

全国本期销售总额：6759148元
青海本省投注额：28364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总 计

中奖注数1注21注246注2962注36442注428383注468055注

每注奖金5000000元17421元1800元300元20元5元-

应派奖金合计5000000元365841元442800元888600元728840元2141915元9567996元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7星彩”
第19080期开奖公告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6042198元
开奖结果：3 2 5 5 8 1 1

本期中奖情况

39157022.6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9月10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中奖号码: 1 5 7

青海省销售总额：846868元
青海省中奖情况：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通选一等奖
通选二等奖

和数13
1D

猜1D中1
猜1D中2

猜1D中3
2D

猜2D两同号

猜2D两不同
猜大小
猜三同
拖拉机
猜奇偶

中奖注数
200
0

512
0
0
0
1
0
0
6
4
0
0

0
0
0

1
0
0
0
0

单注奖金额（元）
1040
346
173
693
173
606
86
470
21
14
10
2
12

230
104
37

19
6

104
65
8

中奖总额（元）
208000

0
88576

0
0
0
86
0
0
84
40
0
0

0
104
0

19
0
0
0
0

中奖总金额：296805元

中国福利彩票3D青海省开奖公告
第2019186期

说起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可谓“最
熟悉的陌生人”，中国观众从小到大耳熟能
详。记者了解到，由潘礼平团队打造的《天
真派西游记》将于7月15日上线播出。

潘礼平团队秉持“根植原著，合理改
编”的理念，以《西游记》为蓝本进行改编拍
摄，巧妙地以石猴出世、唐僧收四徒、三打
白骨精、夺宝莲花洞等耳熟能详的故事为
切入点，讲述了“05后师徒四人”不畏艰难
险阻，去往西天取经的故事。

《西游记》的故事深入人心，街知巷闻，
成为各大电视台暑假档的“法宝”。总导演
潘礼平认为，《天真派西游记》将是《西游
记》影视版本中最纯粹、最贴近少年儿童德

育和审美心理的版本。《天真派西游记》毕
竟还是一群少年出演，所以对于原著中不
适合未成年人的部分，剧本做出了修改。
比如原著中猪八戒的好色没有了，市井气
减弱了，保留了他好吃懒做、爱挑拨的缺
点，放大了他憨萌可爱的特色。

据悉，《天真派西游记》第一季共16集，
总导演潘礼平透露，本片所宣扬的主题除
了“勇气”“毅力”，核心精神还是“情义”。
在原著素材的挑选上，潘礼平团队另辟蹊
径，将以往被影视剧翻拍“遗弃”的原著剧
情，捡起来还原，并大胆改编，让人物形象
更加丰满，内容呈现更立体。

本报综合消息

看迪士尼技术演变

《狮子王》25年后真身归来

真“狮”版《狮子王》12 日上映，距离
1994年动画影片《狮子王》公映到现在，已
经过去25年。现在的特效技术已经通过
各种真人版将写实动画工艺、动作捕捉技
术、真人CG特效完美结合在一起，在惊心
动魄的故事中，精准还原动物的神态和情
感变化，极力增加“特效大片”的质感。

从 2010 年将动画片《爱丽丝梦游仙
境》翻拍成同名真人电影起，迪士尼开始
不断将旗下动画片翻拍成真人电影，虽然
票房起伏不定，但从技术探索与专业态度
方面而言，迪士尼从动画到真人电影一直
未停止技术更新的脚步。可以说，纵观25
年的迪士尼作品历程，就是在看好莱坞
CG技术的发展史。

CG版《狮子王》导演乔恩·费儒预言：
“会有更多电影用CG技术取代真实动物
出演，这样既带来了更大的艺术创作空
间，也避免了伤害动物和人双方。CG 生
物会越来越普遍。真人CG电影和动画电
影的界线，很快就要消失了。”

对于CG版《狮子王》的特效，上海美
术电影制片厂副厂长评论道：“这样的作
品已经超出了常规的CG概念，它反映了
一种接近于照相写实的制作能力和手
段。从制作的角度而言，该作品体现了最
新的技术突破。可以说此片的创作者已
经不再是做动画片，而是走到了纪录片的
范围。所有的呈现，从毛发的细腻，到毛
发的运动，从表情的生动到形态的逼真，
都达到了真实拍摄的效果。但这也让我
们思考，过于写真的画面是否还属于动画
的绘画性本质”。 本报综合消息

中国人能不能讲好花木兰故事？

《天真派西游记》“05后师徒四人”更贴近青少年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