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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热点
11月5日，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王树忱、钱运达执导，丁建华、毕克等配音的中国经典动画《天书奇谭》经过4K修复后

正式上映。该片讲述了天宫里的袁公偷盗天书，刻在石洞内，后被三只狐狸偷学。狐狸修炼天书法术后，危害百姓。最后由天鹅

蛋化为人形的蛋生，学习法术后和袁公一起消灭了狐妖，而袁公也因泄露天机，被抓回了天庭的故事。

时隔38年，这部承载着几代人童年美好记忆，被誉为“中国动画史上里程碑式作品”的经典动画电影终于再次登上银幕，在

4K修复技术的加持下焕发出新的光彩,也让更多的年轻观众体会到了独属于中国动画的美学魅力。

用科技再现中国动画美学魅力
本报记者 徐雪霏

● 匠人匠心造就经典传奇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中国上海美术电影
制片厂制作的经典动画《大闹天宫》《哪吒闹
海》横空出世，不仅给几代中国人留下了美好
而深刻的记忆，在国际上也掀起了不小的风
浪，极具东方美学色彩的神话故事引起了国外
制片厂商的浓厚兴趣。

1980年初，英国广播公司（简称BBC）派
人来到中国，专程造访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后简称上美影厂），还带来了一个由他们编撰
的动画剧本，希望与上美影厂合作投资拍摄一
部动画长片。

曾导演制作《哪吒闹海》的王树忱在看过
剧本后连连摇头，由于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
理解的偏失，导致整个剧本杂乱无章、毫无头
绪，因此王树忱与上美影厂著名编剧、儿童文
学家包蕾决定，要重写剧本。

经过对原剧本的研究和探讨，王树忱和包
蕾决定对明代罗贯中、冯梦龙编写的长篇神魔
小说《平妖传》中的部分章节进行改编，保留了
原著中袁公、三个狐狸精等角色，将原著里的
“蛋子和尚”诸葛遂智改成了小孩蛋生，并在一
些人物的性格和经历上作出一定程度的调整，
最终创作出了动画剧本《天书奇谭》。然而当
剧本正式投入制作后，英方却因资金不足的原
因退出了合作，但这并没有影响上美影厂对
《天书奇谭》的制作进度，即使独立发行，也要
让这部动画得以面世。

上美影厂第一任厂长盛特伟对动画电影
制作一直有非常高的要求，主张要民族化、幽
默化，提出“探民族风格之路，敲喜剧样式之
门”的号召。也是在老厂长的指引下，王树忱
和钱运达抓住了中国动画要具备“奇、趣、美”
的特点，并将其运用在《天书奇谭》的制作中。

在确定了故事的主题和情节后，下一步就
是要为剧中的人物进行形象设计，这是赋予角
色灵魂的关键一步。如此重要的工作该交给
谁，钱运达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曾与自己共同创
作过《红军桥》和《张飞审瓜》等动画作品，还历
任过《新华日报》美术编辑、江苏人民出版社高
级美术编审的柯明。

柯明对于中国的民间文化、民俗艺术有着
全面的研究，对《天书奇谭》中的人物形象设计
更是独具匠心。由他设计出的主角蛋生活泼
灵动，三个狐狸精的形象更是借鉴了京剧脸谱
的画法，栩栩如生，各具特色，给观众留下极为
深刻的印象。

除了角色形象塑造得生动有趣外，《天书奇
谭》还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绘画、雕塑、玩
具、戏曲等艺术元素，汇集了众多民俗意象，如大
量采用传统民乐作为背景音乐，影片中的园林、
宫殿、庭院、山水，则是遵循“吴门画派”风格，用

工笔重彩绘制人文景观，用淡雅水墨绘制自然
景观，使得整部动画极富艺术观赏性。

在10月27日，《天书奇谭4K纪念版》上海
首映礼上，《天书奇谭》导演钱运达、美术设计
黄炜、动画设计范马迪和薛梅君、给小皇帝配
音的曹雷都出现在了首映现场，共同分享影片
早年创作的幕后故事。

今年已93岁高龄的钱运达说，当年技术
水平有限，但宽松的创作环境，让大家都有了
充分的发挥空间。据他回忆，《天书奇谭》的绘
制过程充满艰辛，画师们用掐秒表对口形的方
式来判定角色台词所需时间，以便绘画出角色
相应的嘴形。画师们更是日夜加班，一个角色
就要画一年多。到正式拍摄时，《天书奇谭》的
分镜头图画多达343张，装帧成册摊开总长共
51.45米，这本图册也被独具匠心地做成了片
中的“天书”。

上美影厂厂长速达也出席了此次首映
礼，在采访时表示，《天书奇谭》凝结了早期动
画电影人的智慧结晶，从专业角度来说，这是
值得一代又一代人学习的动画范本：“重新修
复、重新上映、重新让观众去电影院致敬，重
映的过程提供了一个机会，让现在的观众专
心地去看看前辈们是如何创作的，也有机会
挖掘创作背后的故事。当代的很多动画缺少
思想深度和审美高度，我们可以重新去了解
经典是什么样的。”

● 修复过程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据了解，此次对动画《天书奇谭》的修复工
作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和中国移动旗下咪
咕公司合作完成。在速达看来，修复《天书奇
谭》的过程就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不仅要
抢救以往珍贵的胶片，还希望让曾经为之挥洒
热血的主创们能够在大银幕看到旧作的新
生。可惜38年后的今天，在《天书奇谭》电影海
报中的12位主创，已有6位离开了人世。

由于早期技术条件的限制，上美影厂大
部分影片的存储介质都是胶片，但随着时间
流逝，胶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害。速达表
示，这些年上美影厂一直在集中进行大规模
的影片“胶转数”工作。首先要对原胶片进行
整理，通过超声波水洗进行清洁，再扫描至硬
盘；然后进入颜色校正、逐帧修复、声音扫描
及修复阶段；最后进行声画合成，由上美影
厂、上海电影技术厂完成基础修复工作，本次
的修复是全方位的。

在基础修复后，《天书奇谭》的4K修复工作
由中国移动咪咕公司进行，修复团队遵照“修
旧如旧”“原汁原味”的原则，对影片进行去噪、
去划痕、色彩增强、超分等处理，经过不断测
试、反复调优，在提升电影清晰度的同时最大
限度地保留了电影原始动画的笔触和噪点。

另外，修复需要投入大量精力的是手动去除脏
点、划痕、抖动、闪烁等，而这些都需要非常有
经验的工作人员来操作。

速达认为，整个修复过程中最大的难点还
是修复前后视听的平衡感，“如何让观众在电
影院体验到当今科技的视听效果，又要让电影
保持年代感，对其进行情感记忆的再现，这个
度很难把握。”原始素材上所有的配音、音效、
乐队的录音，全都并在了一轨上，并且原声还
有缺损的部分。修复师采用现代分离技术，将
单声道母带中的对白、音乐和音效剥离，力求
还原影片的声音效果。“有些音乐缺失了，我们
从谱曲老师那里借来了曲谱，但发现里面也少
了几页，所以找了年轻的作曲家根据电影再进
行恢复，重新配了一遍。这样既还原了1983
年原始公映版里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老一辈配
音艺术家的经典配音，又满足了当代观众的听
觉习惯，修复电影首次有这个过程，非常艰
难。”在此过程中，修复师需要沿着原始素材轨
迹，遵循胶片原有的特殊音色，做到不干扰观
众对于声音画面的情感与年代记忆；采用“80
年代模拟和声器”，使配乐音色与原版趋于一
致，成功分离至环绕声后的声音素材通过效果
器展开，使声场声效最终达到符合现代影院观
看的5.1声道效果。

据悉，导演钱运达也参与到《天书奇谭》的
修复过程中，层层把关，力求达到最完美的效
果，“修复不是一蹴而就的，每帧画面都需要不
断看、不断改、不断调整，每经过一个阶段的后
期，我们都会把作品给钱导看，毕竟他是导演，
他的认可是最大的标准。比如哪些地方不合
格，色彩、声音等方面有缺失的话，这些都需要
他来把关。尤其钱导是个要求很高的导演。
好在这次他看后非常满意，也认同修复的效
果，他笑着说画面色彩的层次都出来了，经过
修复的电影就如新片一样。”速达表示。

● 修复的是属于心中那份回忆

随着时光的流淌，影像发展更新迭代，艺
术作品更是层出不穷，但能经受住岁月洗礼，
最终沉淀下来，留存在人们心中的才是经典
之作。如果能让这些经典之作在技术的加持
下“重获新生”，那无疑将成为艺术领域留存
下来的珍贵宝藏。

10月 20日，西瓜视频联合火山引擎宣布
启动“经典中视频4K修复计划”。西瓜视频
总裁任利锋表示，未来一年，双方将共同修复
《舒克与贝塔》《西游记》《哈哈镜花缘》等100
部经典动画。

所谓“4K修复”是指用影像修复技术把老
影像修复到4K的分辨率。2014年，上海国际
电影节首创“4K修复”单元后，“4K修复”走进
大众视野。随后，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影数字

基地等专业机构陆续发起4K修复计划。
据了解，“经典中视频4K修复计划”首批合作

伙伴包括央视动漫集团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
厂。目前，《哪吒传奇》《葫芦兄弟》《黑猫警长》等
六部经典动画作品的4K修复版已在西瓜视频上
线。《哈哈镜花缘》《舒克和贝塔》等100部动画片
的4K修复版完成后，也将陆续在西瓜视频上线。

有别于早前各家公司对电影、电视剧修复，
此次西瓜视频将修复聚焦在中视频内容。任利
锋表示，《猴子捞月》《小蝌蚪找妈妈》等独立短
片，仅十余分钟，且叙事完整。公开资料显示，上
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成立至今，摄制的500多部动
画片中30分钟以内的动画片占比超过80%。从
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动画片是最经典的中视频。

然而4K修复并非易事。4K的分辨率高达
4096×3112，工作量相当于2K修复的4倍。火山
引擎多媒体实验室研究员赵世杰介绍，通过超分
辨率、智能插帧等技术手段，可以提高老片的视
频分辨率和流畅度。火山引擎拥有独立的视频
质量评估体系，将针对每部老片定制修复方案，
以实现最佳修复效果。

天津美术学院动画艺术系教授余春娜认为，
对于经典动画进行4K修复，不仅仅是对画质的增
强，更重要的是让人们看到了这些动画最“真实”
的模样，“早期的动画片大多是利用35毫米胶片
进行拍摄的，而在我们小时候看到这些动画的时
候，并不是所有的观众都有机会去影院里看这些
原画幅、原清晰度的35毫米胶片放映出来的电
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动画
片都是通过胶转磁技术，将物理胶片画面转成模
拟信号的磁带信息，再在老式电视机上去播放，
在播放过程中也损失了大量的画面细节。”

余春娜解释，理论上35毫米的胶片如果换算
成像素尺寸的话，可以达到6K的级别。而在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电视画面的尺寸在完全无损的情
况才是720×576像素尺寸，按K换算也就是0.5K
多。相比现在修复到4K的画面，在那个年代人们
其实只看到了1/20不到的画面，其中95%的画面
细节都没有看过，可以说实际上人们并没有完全

看到过这些经典作品。
而在大部分家庭都能拥有一台高清画质电视

机的今天，对于经典动画的4K修复自然也是水到
渠成，而令余春娜感到最为激动的是，人们终于有
机会看到留存在记忆中的那部动画的全貌，“夸张
一点说，就像我们之前都是抬头看着天上的月亮，
很明亮，也很好看，但细节不多，而这一次呢，我们
相当于登上了月球，脚下踩着的就是月球的表面，
无数以前从未看到过的景象、细节都扑面而来。”

在速达看来，人们选择走进电影院，绝不仅仅
是为了情怀买单，更是为了追求更好的观影体验，
“电影院的观影感受肯定是最好的，你会发现很多
在小荧屏上看不到的细节，比如角色的表情、动
态，背景层次，声音的具体方位。清晰度高，震撼
感高，你和画面的连接度就更紧，从而能变得很沉
浸，也能被它真正震撼到。”

如今，利用AI修复老影片，已经成为行业大
势所趋。不少传统电影修复机构已对AI修复技
术展开探索，而互联网企业也通过自身技术优势
入局影片修复领域。一部老影片的修复，包含物
理清洗、“胶转数”采集、数字修复等环节，工艺繁
杂琐碎；经典动画的修复则更加复杂，老动画形式
非常丰富，有木偶、有水墨、有剪纸。在修复上，不
同类型的动画各有各的难点。曾经，修复工作高
度依赖老手艺“妙手回春”，修复时间长，花费成本
高；如今，4K修复技术结合AI，降低了一系列修复
成本，科技创造与旧时影像融合出奇幻又质朴的
艺术效果，为文化传承提供新思路。

但无论如何修复，观众真正所需要的是对内
心深处那份珍贵记忆的填补。当时隔多年后，再
次在银幕上看到儿时最喜爱的动画，心里所涌动
出的那份感动是否还一如往昔；当你与孩子跨越
时空的距离，感受同一部动画的魅力，孩子脸上所
洋溢的那份笑容是否能让你想起童年的自己。

正如余春娜所说，“修复就像擦亮一面老镜子
一样，把它擦亮了不是主要目的，而是通过擦亮这
面镜子照清自己，看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由孩
童时期那样一个天真的自我，到现在哪些东西失
去了？哪些东西还存在？”

《天书奇谭4K纪念版》火了
■《理想之城》第

17、18集 夏明来到天
成，向汪炀表达了联合的
愿望。汪炀眼馋这样的
好项目，但又担心天成的
体量和实力，犹豫不决。
汪炀叫来陈思民和苏筱
商议，陈思民断然拒绝，
说天成不能冒任何风险，
而苏筱经过一番思索之
后却力劝汪炀接受夏明
的邀请，天成要往上更进
一步。陈思民不等汪炀
回复就跳起来指责苏筱，
两人意见严重不合……

天津卫视19:30

■《中国家庭》第22、
23集 米佳提出了“离
婚”，搬回了娘家。严川深
感莫名，无疑将其臭骂了
一顿。可米佳铁了心，丝
毫没有回旋的余地，还说
儿子归他们严家抚养，她
不会争也不会抢，什么都
不要。一听这话，严川更
加上火，骂她心太狠了，质
问她还有没有当母亲的样
子？那一刻，米佳心都碎
了。借此，尚晓芸向严川
发起了爱情猛攻……

天视2套 19:30

■《当人心遇上仁
心》第7、8集 得生大三
了，寻找父母没有任何结
果，也完全没有招弟的消
息，得生关闭了所有感情
的大门，他把全部的时间
和精力都用在学习上。会
娟通过近3年的观察，得
出了得生比陈雁鸣更适合
自己的结论，她决定和陈
雁鸣分手，开始追求这个
小老乡小师弟小帅哥。但
得生一直不肯接会娟抛过
来的绣球。毕业班实习，
系里选出其他年级学习优
秀的前 3名学生一同参
加，得生获得和毕业生一
起实习的资格……

天视4套 21:00

■《今日开庭》两食
客起争执，一言不合大打
出手。老板娘劝架被烫
伤，责任谁来承担？

天视6套 18:00

■《艺品藏拍》2021
第九届全国电视蟋蟀争霸
赛在经历了天津海选比赛
之后，终于进入了全国赛
阶段。天津晟刕团队突入
重围，将与老牌劲旅上海
队、山东队、陕西队、安徽
队和江苏队一起角逐今年
的冠军。从本期节目开
始，我们将连续四周为您
放送本届大赛的全部精彩
内容，喜欢蟋蟀文化的您
可千万不要错过！

天视2套 21:00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理想之
城（17、18）

天视2套（103）

19:30剧场:中国家庭
（22、23）21:00艺品藏拍

天视3套（104）

17:50剧场：俺娘田小
草（28—30）19:20 剧场：
功夫姐妹 (32—35)22:15
剧场: 大漠枪神(5—6)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当人心
遇上仁心（7、8）

天视5套（106）

19:35 2021 至 2022
赛季全国女排联赛第一
阶段 天津VS浙江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 19:20
法眼大律师 20:10 百医
百顺21:00 二哥说事

天津少儿（108）

19:55 多派玩儿动
画《萌鸡小队》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