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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瓶装新酒 不丢经典有新意
脱胎于脍炙人口的经典民间传说，讲

弟合拍的动画片《白蛇：缘起》与观众 见面。
尽管目前该片仅收获 ３０００ 多万元票房，
但
的口碑，
目前豆瓣评分高达 ８．０ 分，高于《风
语咒》
《大鱼海棠》
《大世界》 等近几年国产
动画佳作。片中华丽的中国风场景和造型

【即将上映】
《战斗民族养成记》
《海上浮城》
《疯狂的外星人》
《飞
驰人生》
《新喜剧之王》
《流浪地球》
《廉政风云》
《神
探蒲松龄》

最受网友肯定，该片导演黄家康和赵霁也
表示，希望能用动画带给观众一个“既不丢
经典又有新意”
的白蛇传说故事。

新主题 白蛇为什么会爱上许仙

视作品。动画片里多处向经典致敬，比如

片的世界观，
“那个世界有各种妖怪，
‘宝青

“我们这代人从小就看《新白娘子传

《新白娘子传奇》里的歌曲《渡情》，片头小

坊’坊主只是一个代表。
”另一只开口说话

奇》，暑假电视里放的除了还珠格格就是白

白和小青在水池沐浴的画面来自《青蛇》，

娘子，翻来覆去看了好多遍，印象很深。电

故事发生在永 州，缘自柳宗元的名篇《捕

视里的人演着演着就唱起来，即便现在看

蛇者说》。

的小狗肚兜，则成为影片笑点担当。

新挑战 ＣＧ 动画表现中国风最难

来也还是很先锋的手法。
”赵霁说，从一开

影片时代背景设置为晚唐，首先是因

该片还是好莱坞华纳兄弟在中国的

始，他和黄家康就想做一个心底有感触的

为白蛇传说发生在宋朝，往前倒推 ５００ 年

首部合拍动画电影。不过，影片约 １７０ 人

故事，聊来聊去，
觉得白蛇传说是一个创作

就是晚唐；其次唐朝作为中华文明的极盛

的创作团队全部来自追光，华纳则全程参

时代，能展示很多中国文化元素。

与制作。
“我们每一个版本，制作过程中的

片中场景唯美且有东方韵味，捕蛇村

每一个重大节点，华纳都给出了很多建

仙相遇的 ５００ 年前，那时，白蛇还只是一位

红叶似火，永州城流光溢彩，小白和许宣

议。”赵霁说，比如片中肚兜的配音一开始

少女小白，许仙则变成了一位潇洒帅气的

泛舟一段则宛如展开了一幅水墨画卷。赵

是一个憨憨的大叔声音，华纳方面觉得有

捕蛇少年许宣，影片聚焦的是二人前世的

霁介绍，这些场景都是虚与实的结合。
“我

点笨，建议做一个更搞笑的版本，最后换

一段缘分。

们阅读了大量诗词文献，发现当时就有喀

了一个更欢乐的配音，效果大大变好。

情故事，黄家康已经从事动画创作 ２０ 年，
他特别希望把中国好故事用动画的形式

如何用 ＣＧ 动画表现中国风，则成为

斯特地貌，于是我们去了贵州的山林、石
林采风，捕蛇村将房屋建在石林上的造型

该片最大的挑战之一。
“光是头发飘起来、

就来自这里。”

衣服飘起来都特别难。”赵霁说，ＣＧ 动画
需要还原情景的物理变化，
“撩一下头发，

拍出来，尤其是让年轻观众感兴趣。
“我们

在角色造型上，团队则根据关键词去

希望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你身边的爱

设计。
“比如许宣的关键词是‘潇洒’，那设

发丝之间发生的力有多大，需要计算；如

人是妖怪 ，怎么办？假如我不是你想象的

计师在做他的眉眼、
发型、
脸型时就会朝这

果是长发，计算量更大；小白捋一下袖口，

模样，你还会喜欢我吗？”他认为爱情里的

个方向靠近，小白的关键词是‘飘逸’
‘仙

里边的衣服有三层纱，每层都要计算”。为

不安感，是这个故事能够一代代流传下来

气’
，她的色调以白色为主，穿一双更轻盈

此，追光专门有一个部门做头发和衣服布

的原因，不论何时都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泼辣’
，我
的凉鞋；小青的关键词是‘飒爽’

料。

们就给她穿了一身盔甲。
”黄家康透露，主

虽然现在刚完成白蛇传说故事的第

车，要有钱才能娶一个好老婆，白蛇与许

角都有单独的设计师，同时角色设计总监

一部，第二部还没开始制作，但两位导演

仙一眼定终身的爱情可能没那么现实，却

和其他设计师会一起不断修改，每个造型

表示，当然希望能够把这个故事拓展成更

是我们憧憬的浪漫。
”

都经历了几百版设计才最终完成。

有生命力的作品。对于市场反响，他们坦

“现在的爱情都关注物质基础，要有房有

片中的两个原创角色也让人眼前一

言在商业上并没有过高的心理预期，但希

新创意 多处致敬经典影视作品

亮。
“宝青坊”
坊主身材性感妖娆，一面是 美

望能有更多观众去影院看，希望观众能给

在开始创作前，两位年轻导演找来跟

人脸，扭过脖子来却是一张狐狸脸，她的宝

影片一个公平的评价，
“ 说好的我们当然

白蛇传说相关的作品琢磨钻研，包括白蛇

青坊藏龙卧虎，有很多充满法力的宝物。黄

高兴，说不好的我 们也认，然后下一部努

传说最初的文本以及现代所有改编的影

家康说，设计这样一个人物是为了丰富影

力改好。
”

不是元素的堆砌
“本土化”
近年，
不少电影推出经典重拍。然而，想

出来，为影片增加了可看度。

事实上，翻拍
要超越原作却不是一件易事。

然而，技术再发展 ，也必须服务于剧

电影需要背负很大压力，
并非单纯地将原作

情。剧本剧本 ，一剧之本，重拍影片 ，故事

剧情照搬，
如何做到保持原汁原味的同时又

必须符合新时代观众的口味，这样故事才

具有新意成为这些新片的最大考验。

能“老枝发新芽”，而不是被观众吐槽老

通过梳理可发现，
近年来国产翻拍电影

业内人士分析，翻拍自国外电影的作

成功率并不高。
２０１８ 年，吴宇森的新版 《追

品，在剧情已经被
“剧透”的情况下 ，本身

最终却口碑
“扑街”
，网上评分低至
捕》上映，

已经魅力减半，如果在本土化方面还未能

４．５ 分；
翻拍自电影《家族之苦》的《麻烦家族》

有好的创新，则更容易遭遇失败。

为黄磊导演处女作，影片上映后也遭遇严重

华庭国际影城

【正在热映】
４Ｄ 影片：
《海王》《大黄蜂》《掠食城市》
３Ｄ 影片：
《海王》《大黄蜂》《掠食城市》
２Ｄ 影片：
《来电狂响》《“大”人物》《养家之人》《２２ 年后的自白》《德
鲁大叔》《白蛇：缘起》《命运之夜——
—天之杯：恶兆之花》
《密林诡影》
《密室逃生》《一条狗的回家路》
《家和万事惊》
《我想吃掉你的胰脏》

这个
“旧瓶装新酒”的故事仍然赢得了不错

白蛇传说是华人世界家喻户晓的爱

禾城影讯

【影城介绍】 华庭国际影城是嘉兴一家拥有
有８
４Ｄ动感影厅，
影院按五星级标准建造，
含一个
个专业电影厅 ，
包括７个３Ｄ豪华厅 ，
可躺式ＶＩＰ豪华厅及一个４Ｄ动感电影厅。

故事。上周五，
由追光动画与好莱坞华纳兄

《白蛇：缘起》将故事线放在白蛇与许

编辑 孙伟业
版式 孙伟业

嘉兴唯一 ４Ｄ 动感影厅
１月１７日－１月２３日

述的却是白娘子和许仙在五百年前的初恋

空间很大的蓝本。

０６

首先，创作者在选择重拍的题材时，

套。其次，翻拍国外电影也必须着重在本
土化方面下足功夫。
当然，本土化不是对本土元素的堆砌，
加一个本土角色，或是对一些本土议题生
搬硬套，都不是翻拍电影本土化的最佳途

，
连黄磊多年积累的观众缘也
的“水土不服”

必须相当慎重。首先，这部作品是否在当

径。另外，本土化也不是对原版故事、场景

救不了他；２０１６ 年翻拍自韩国片《我的野蛮

年拍摄时，存在着技术上的缺失？如果重

的原味照搬，更不能抱着偷懒的心态，以

女友》的《我的新野蛮女友》更是遭遇观众疯

拍是否能够弥补这一遗憾？例如，风靡一

“重温经典”为噱头，
为创作力匮乏
“遮羞”
。

，原版有笑有泪的剧
狂吐槽“太毁经典了”

时的徐克版《智取威虎山》就曾利用特效

因为，事实证明，观众对翻拍电影 的要求会

情，
在新版里只剩尴尬。

优势，将“座山雕”坐飞机逃走等情节拍摄

更高，想要拍好必须付出更多心力。

【优惠活动】
音天天有优惠：
周一至周四：
全天半价；
周四：
４Ｄ动感电影特价 ４０ 元；
周六／
周日：
动画电影白天特价场；特
殊节假日除外。
【关注我们】
◆优惠早知道：
订阅影城微信
（嘉兴华庭国际影城），
优惠活
动率先知晓。
◆票务热线：
８２０５０１７７／８２０７９１１２

中山影城

观 ３Ｄ 电影 唯中山巨幕
１月１７日－１月２３日
正在热映
《
“大”
人物》
《我想吃掉你的胰脏》
《一条狗的回家路》
《家和万事兴》
《钢铁飞龙之奥特曼崛起》
即将上映
《战斗民族养成记》
《死侍 ２：
我爱我家》
《海上浮城》
《错位囧途》
优惠活动
★会员特惠活动：
２Ｄ普通厅电影、
ＶＩＰ厅电影特价３０元，
３Ｄ普通
厅电影特价３５元，
巨幕厅电影
４０元，
特殊影片需补差价
（特殊
节假日除外）
。
★信用卡“１０元看２Ｄ电影，
２０
元看３Ｄ／巨幕电影”
观影活动火
影城微信院ｊｘｚｓｙｃ
热进行中（特殊节日除外）
。
★每周特惠：周一至周三全天
半价，
详情可登陆ｈｔｔｐ：／／ｗｗｗ．
ｊｘｄｙ．ｎｅｔ／查询或详询中山影城
影城新浪 微博
８２０６０００４ ８２０８５５５７

新文化电影博物馆影城
嘉兴首家电影博物馆主题影城
１月１７日－１月２３日

【影城介绍】 新文化电影博物馆影城位于
嘉兴市文昌西路新文化广场，是隶属于嘉
兴电 影集团有限公司重磅打造的兼有电
影历 史博物馆和电影城双重性质的综合
体系影城。影城 ２ 个激光 ３Ｄ 影厅，１ 个
４Ｋ 影厅，１ 个全景声 ３Ｄ 影厅，
共 １０５４ 个
座位。
【正在热映】
《大黄蜂》
３Ｄ 影片：
《掠食城市》
２Ｄ 影片：
《海上浮城》
《家和万事惊》
《战斗民族养成记》
《密室
逃生》
《一条狗的回家路》
【即将上映】
《疯狂的外星人》
《飞驰人生》
《流浪地球》
《新喜剧之王》
《神探
蒲松龄》
《情圣 ２》
《小猪佩奇过大年》
《熊出没·原始时代》
【优惠活动】
音会员狂欢·优惠畅影火热持续 ：全面特
价最低 ２０ 元起。
音关注影城微信服务号：新
文化电影博物馆影城，享会
员手机购票。
【关注我们】
◆优惠早知道：订阅影城微
信 （嘉兴新文化电影博物馆
影城），
优惠活动率先知晓。
◆票务热线：８３６８８８０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