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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欣薇 在之前过
去的“ 六一”儿童节，关于国产动画
片的现状与未来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本报当时提出，与其每年“ 六一”来
哀叹，不如平日就把反思动画电影落
到实处。这个电影节上，国产动画集
结亮相，《 开心超人》、《 熊出没》、

《 我爱灰太狼2》、《 火焰山历险记》
风格迥异，在剧本和品牌打造上下苦
工，以期满足广大儿童观众的观影需
求，达到共赢。

此外，SMG旗下上海炫动传播股
份有限公司也借第16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举办之际，召开了“ 聚·炫”———
SMG动画电影产业发布会，探讨行业
出路。

剧本下足苦工
“ 喜羊羊之父”黄伟明执导的动

画喜剧电影《 开心超人》将于6月28
日全国上映，打响今年暑期档国产动
画的第一炮。有“ 喜羊羊之父”的名
头在外，导演黄伟明强调，《 开心超

人》与《 喜羊羊》系列是截然不同的
电影，“ 我们要做的是大朋友、小朋友
都爱看的电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黄伟明在《 开心超人》中大量借鉴了
好莱坞电影桥段，“ 镜头和效果都力
求得到大朋友的认可，这不是一部你
看了会打瞌睡的动画片。”

黄伟明坦言，目前国产动画片在
技术上难与好莱坞匹敌，“ 人家花1.5
亿，8年时间，就做一部电影，但我们
很难有这样的投资环境。我们的投资
人心急，希望出的钱少，做出来的东
西又快又好。”

面对并不理想的动画片产业环
境，黄伟明表示，自己能做的就是在
剧本方面下苦工：“ 有很多动画片故
事很低能，就是蒙小孩。我90年代是
做情景剧出身的，现在写动画片也仍
旧按照写情景剧的标准。包袱多，接
地气，观众会感受到你的诚意。”黄伟
明举例，因为看到身边的朋友连吃饭
都手机不离手，便《 开心超人》中加
入这样一个桥段：妈妈喊孩子们吃

饭，没人应，微信上一喊，大家都来
了。“ 观众看了都会会心一笑。”

延续品牌精神
国产动画品牌《 熊出没》 将于

2014年1月正式上映。“ 熊出没”品牌
是深圳华强动漫于2012年推出的原
创动画品牌。其电视系列片2012年春
节登陆央视少儿频道，迅速拿下同期
收视排名第一和非黄金时段收视冠
军的佳绩，并在后续的轮番复播中，
继续保持超高收视。更凭借电视电影
版《 熊出没之过年》，创造了3.85的央
视少儿频道开台以来最高收视纪录，
在同类型的国产动画品牌比较中，优
势十分明显。

在过去的两年，以”熊出没”品
牌或剧中人物光头强、熊大熊二为主
要搭载内容的各类商品超过数十个
种类近万种款式，形式涉及服装、玩
具、文具、电子产品等。

专营儿童合家欢电影的卡通先
生总经理陈英杰表示，“ 熊出没”的

高品牌基础确保了大电影一经推出
就极具先发优势，大电影版的熊、强
组合有机会走出森林经历更加离奇、
悬念的趣味经历，“ 不变的是影片将
一如既往的诙谐搞笑。”

从电视累积的高人气到大银幕
的集中爆发，《 熊出没》 走的路线和

“ 喜羊羊”系列如出一辙。而“ 喜羊
羊”品牌衍生出的“ 灰太狼”品牌也
在持续开发中。电影《 我爱灰太狼2》
将于7月26日在中国内地、新加坡、马
来西亚同步上映。

作为对喜羊羊品牌诞生8周年的
献礼，影片全程在新加坡拍摄，摩天
轮、鱼尾狮、圣淘沙、马六甲海峡将成
为灰太狼全新冒险的起航地，而争夺
狼族圣物狼王石英、小灰灰意外成为
狼族首领、灰太狼首次进军北冰洋、
太空引爆巨型核弹的故事情节也比
第一部升级了不少。

据卡通先生影业董事长王磊介
绍，经历了去年的票房大卖，今年起

“ 狼在囧途”将成为暑期大电影的全

新卖点，数十个国家与地区将成为灰
太狼新的冒险旅程，而首站则花落狮
城新加坡，这也意味着《 喜羊羊与灰
太狼》 系列电影将正式走出国门，迈
向世界。

传统文化革新
另一部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的

动画片《 火焰山历险记》虽然取材于
中国传统小说《 西游记》，但对原作
中的人物关系和剧情设置都进行了
改变，同样是阻挠唐僧师徒西天取经
的红孩儿，他的行动背后隐藏着更多
的秘密。

该片负责人介绍，这是一部以传
统收工动画加 3D 特 效 打 造 的 动 画
电影，历时两年制作完成。已经有了
美影厂经典的《 大闹天宫》在前，为
何还选择“ 西游记”题材？出品方吴
都影视市场运营部张轩豪介绍，选
择火焰山的故事，主要是因为观众
对《 西游记》比较熟悉，看起来有亲
切感。

本报讯 记者 杨欣薇 继前晚盛
大的首映之后，昨天，《 超人：钢铁之
躯》的制片人查尔斯·洛文、导演扎
克·施奈德和“ 新超人”亨利·卡维尔
组成“ 超人铁三角”接受内地媒体采
访。据悉，该片以2D/3D/IMAX 3D
及中国巨幕制式的多个版本于昨天
凌晨起在中国内地正式上映，仅比北
美地区晚6天。

作为动漫超级英雄的“ 鼻祖”，
“ 超人”这个形象已经历整整75年的

历史。此番《 超人：钢铁之躯》全新重
启，除了脱去了经典的“ 红内裤”，导
演和编剧也赋予了“ 超人”系列一个
颇为颠覆的故事。

之所以如此展现“ 新超人”，制
片人查尔斯·洛文解释：“ 我们一直
在思考怎样让超人更加现代化，在今
天这个时代超人将面临怎样的选
择？”记者问导演，为什么会选择亨
利·卡维尔饰演“ 超人”？扎克·施奈
德透露：他长得像‘ 超人’只是一方
面，最根本的原因还是“ 因为亨利身
上真诚的东西———他会为其他人着
想，就像超人一样，这些是演员没办

法演出来的。”
英伦帅哥亨利·卡维尔在电影中

是超级英雄，可他在银幕下却是一个
“ 超级顽童”。在现场，亨利向记者透

露：当初接到导演邀请电话时，自己
正在打《 魔兽世界》。“ 由于不能暂
停，差点错过这个机会。”而放下电
话的一瞬间，亨利终于反应过来，兴
奋地在自家楼梯上冲刺了好几回。

“ 当得知自己要饰演‘ 超人’后，足
足用45分钟独处来确定这件事情是
不是真的？自己会不会疯掉？”

而谈到“ 若要选择一种超人的
能力”时，亨利耸耸肩、笑着说：“ 那
一定是飞！因为每次过安检时都要把
鞋子脱下来，很麻烦。”

昨天的发布会现场，最大的亮点
莫过于身兼该片制片人、监制和剧本
创作的好莱坞“ 天才导演”克里斯托
弗·诺兰特地从美国发来的VCR。在
视频中，诺兰表示：“ 很遗憾我不能亲
自去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我们对中
国观众即将看到《 超人：钢铁之躯》
都感到兴奋，我跟大卫·高耶（ 编剧）
在这个项目上倾注了很多心血。”

本报讯 记者 杨欣薇 上海国
际电影节作为国内唯一的A类电影
节，在扶持新人方面一直不遗余力
从亚洲新人奖、电影项目创投到手
机电影节，为中国电影输送了如宁
浩、高群书、陈正道、权聆、张猛等优
秀人才，为新人导演提供了机遇和
孵化平台。

昨晚，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之手机电影节颁奖典礼举行。来自
伊朗的短片《 深渊的梦想》获得最
佳短片，来自中国的《 皮囊》获得评
委会特别奖。作为业内知名的影视
公司，慈文传媒老总马中骏表示，
慈文将为从“ 手机电影节”脱颖而

出的年轻人提供对接平台，“ 我们
会为这些草根人才提供锻炼的机
会，例如跟组、拍摄微电影、做网剧
等等。”

此外，作为“ 手机电影节”的一
个环节，由日本著名导演岩井俊二
监制的“ 魅力城市”短片拍摄活动
当晚也颁出了奖项。该单元由慈文
传媒发起，岩井俊二从剧本创作、短
片拍摄直至最终的合成剪辑，都给
予了年轻导演直接的帮助和指导。

岩井俊二昨日接受记者专访时
对合作的3位新人给予很高评价：

“ 他们很聪明，我们的拍摄行程很
紧，但他们的完成度很高。”马中骏

则告诉记者，虽然选择岩井俊二这
样的大师保驾护航，但最终还是希
望为内地新人提供机会，“ 我们是从
3年来手机电影节几百位优秀选手
中选出了3位，找到了岩井俊二、《 我
的野蛮女友》的摄影指导、《 一代宗
师》的制片团队搭建导师团队，为新
人提供全面提升自己的机会。”

此前岩井俊二曾与SMG合作在
上海建立工作室拍摄电影，对于这
个项目的进展，他透露，已经来过好
多次上海开会，但剧本至今还未成
熟。岩井俊二表示，自己将来可能会
拍摄一部不同以往风格的大制作，
以及一部一直想拍的动画片。

》星光熠熠

为打游戏，
卡维尔险些错过“ 新超人”

手机电影节昨晚闭幕 不遗余力扶持新人导演

金爵奖竞赛片《 警界黑幕》昨日
与观众见面。该片由俄罗斯导演尤里·
贝科夫以非常成熟的镜头语言描绘出
一位警官在意外撞死小孩后如何对待
自己罪行的事件，表现了他在法律与

道德的界限间犹豫挣扎的过程。
首映后，《 警界黑幕》 获得影迷

的好评，认为该片体现了金爵奖的水
平，影评人桃桃林林小淘淘表示：“ 看
了一部靠谱的竞赛片。电影拍得比较

狠，有几场处理得干净利索，包括配
乐也很对味。情节较紧凑，又有一个
很能深挖的背景。处理人物的时候并
未脸谱化，都有他们的挣扎，却仍因犹
豫与自私堕入深渊。” 记者 杨欣薇

》金爵奖参赛片

直击“ 法律与道德” 俄罗斯《 警界黑幕》获好评

影片女主角伊琳娜·尼兹纳在首映后接受媒体采访。

银幕下的“ 超人”亨利·卡维尔是个“ 超级顽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