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新时代乡村的传统与新

变——付秀莹长篇小说《野望》新书

分享会”在北京举办。中国当代文

学研究会副会长贺绍俊、文学评论

家张莉、《长篇小说选刊》副主编宋

嵩与作家付秀莹一起探讨了《野望》

所展现的艺术魅力。

《野望》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社，全书围绕农村女性翠台一家的

生活变化和命运转折展开叙事，深

入中国村庄的内部肌理，潜入时代

现场的激流深处，当代新农村的格

局和气象在作家笔下徐徐铺展，栩

栩如生。“野望”也是一个古典气息

浓郁的词，杜甫以此题写过诗，另一

位唐代诗人王绩也写过《野望》，而

千年以后的乡村仍有古典的诗意，

吸引着当代作家的视线。

贺绍俊说：“在《野望》中，付秀

莹没有用传奇故事吸引眼球，而是

讲述日常生活，这正是她的特别之

处。芳村是她的文学原乡，我相信

在这个虚构的地方会不断生长出文

学的大树。”

张莉也认为，从《野望》中既能

看到中国农村一以贯之的日常生

活，又有乡村里非常新鲜的、陌生化

的一面，打开了我们重新认识中国

当代乡村的一个窗口。同时，付秀

莹的风格也让张莉想到著名小说家

孙犁先生。她说：“孙犁在《荷花淀》

《白洋淀纪事》里写到很多冀中平原

的风景，但它们不仅仅是风景，而是

跟人、事、情感交融在一起的。中国

抒情文学传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

特点就是一切景语皆情语，你看到

的风景，实际上是你的心情，所有的

景物都灌注了个人的情感。《野望》

也是如此，景中有情，情中有景，与

整个长篇小说的情节、故事和人物

命运牢牢结合在一起，有一种独特

的乡土气息。”

中国作家协会前不久启动“新

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邀请全国

广大作家和所有文学写作者共同拥

抱新时代、书写新山乡，展现新时代

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在经济、生活、

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付秀莹的

一系列作品正逢其时，她以工笔绘

制全新“芳村”精神地图，一户户农

家的岁月纪事，一个个村庄的千头

万绪，在悠久的乡土文学叙事传统

中探求新的艺术美学，映照出当代

中国的新格局与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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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创业开发摄影机器人MOCO拍摄《独行月球》

拍出天马行空的电影特效

口述 李鹤 采写 徐雪霏

由张吃鱼执导，沈腾、马丽主演的

开心麻花科幻喜剧《独行月球》近期在

各大院线上映。这是开心麻花首次在

影片中加入科幻元素，将故事从地球

搬到了遥远的月球。为达到强烈的视

觉冲击力，影片大量运用特拍技术，提

供技术支持的是来自天津的基卡特拍

团队。团队核心李鹤说：“我希望可以

用科技为艺术赋能，让更多的人了解

我们这个行业，让普通爱好者也能享

受特拍的乐趣。”

20年前找准方向

从仿制摇臂设备起步

我是天津人，从小爱看电影，上小
学时看电视节目《环球40分》，里面的
“电影魔术”板块讲述如何制作电影特
效，我被那些脑洞大开的创意和令人
叹为观止的技术深深吸引，在心埋下
了做影视特效的种子。
有志者事竟成，参加工作后，我调

入天津电影制片厂多媒体数字化制作
部，那段经历让我受益匪浅。当时赶
上技术更新迭代，电影从胶片转为数
字化，时代的发展让我们不得不舍弃
一些东西，遗憾在此，幸运也在此。
2000年，我制作一部商业片时，从外
地朋友那里借了一台摇臂设备，用完

给人家寄回去，物流弄丢了一个零件，
赔了人家500块钱。我父亲是教工业
自动化的老师，我很清楚那个零件不
会超过150块钱，于是萌生了一个想
法——如果能自己做一台设备，就不
需要到处去借了。

那时互联网刚刚兴起，还是拨号
上网，我想办法在网上找到国外同类
产品的样本，把草图画下来，让我父亲
帮忙制作配件模型，终于做出了我的
第一台拍摄设备。同行朋友看到后觉
得很好，经常找我借。但总借又不好
意思，就给我付租金，后来他建议我再
做几台，他们愿意花钱买。我跟我父
亲联系加工厂制作零件，人家说一两
个零件成本太高，一次至少得做 10
台。我心想做就做吧，做完慢慢卖。

我时不时在BBS论坛上发帖子，
晒晒自己做的小摇臂，没想到一周内
10台全卖出去了。我又做了10台，很
快又卖光了，再做20台，不到一个月
也全卖了。我觉得有点儿信心了，天
津电影制片厂改组，我离开单位，下海
专心做拍摄设备的技术开发。但现实
并不如我所愿，很快我就迎来了瓶颈
期——由于处于设备开发的初期，缺
乏技术壁垒，南方好几家工厂仿造我
的产品，我孤军奋战，很难跟人家竞
争，不知道该不该继续下去。

这时出现了契机——2008年北
京奥运会，各国媒体齐聚北京，带来很

多国内不常见的先进设备。我拜托在
北京奥运转播公司的朋友帮我拍几张
照片。看过后我发现，以我现在的技
术，完全可以做出那些设备。我继续
大刀阔斧地开发拍摄设备，大多用于
为央视的大型赛事或开幕式做直播。
后来，随着中国电影产业蓬勃发展，我
进入到电影领域，想用先进的工业技
术跨界到电影产业做视效拍摄，圆我
儿时的电影梦。

改装摄影机器人MOCO

帮沈腾在月球上腾空奔跑

阿方索·卡隆2013年执导的电影
《地心引力》中有一段12分钟长镜头，
用到了电影特技拍摄机器人，这也坚

定了我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决心。2015
年，在国家和天津市一系列政策的指
引与鼓励下，我成立了一家科技公司，
自主研发电影特技拍摄机器人MO-
CO，在国内率先将工业机器人移植
到电影拍摄中，实现了很多摄影师无
法完成的高难度、高危险镜头的拍摄。

起初我们推出这款拍摄机器人
时，很多人持怀疑态度，遇到不少阻
力。直到有一天，一位朋友给了我们
一次机会——拍摄央视纪念红军长征
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的先导片。片
子播出后，我们在市场上闯出了一点
名气，找我们合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这些年，我们参与拍摄了四五十
部影视作品，包括电影《刺杀小说家》
《误杀2》《人潮汹涌》《飞驰人生》《唐
人街探案》《金刚川》，电视剧《宸汐缘》
《斗破苍穹》《大宋北斗司》《原来你还
在这里》《流星花园》《爱上北斗星男
友》《龙岭迷窟》等，很多都是与中国顶
级的影视制作团队合作，这样的经历
促使我们必须要在特效拍摄技术上不
断地创新和升级。
近期上映的《外太空的莫扎特》开

头是一段两分多钟的长镜头，从一幢
大楼的一层升到二十几层，直到出现
片名字幕。即使预算充足，以目前的
技术手段，也无法让设备完成从一层
到二十几层的实景拍摄。我们的解决
办法是利用电梯原理开发一种索道，
在影棚内搭布景，每拍完三层，间隔
10天换景，一共进行四次拍摄，最后
进行电脑合成。索道上升速度不变，
我们就能保证每次拍摄在时间和速度
上高度吻合，最终的长镜头丝毫看不
出拼接痕迹。
《独行月球》中有一个镜头——20

多个超大探照灯一个一个亮起来，实
际拍摄时我们只做了一个探照灯，先

用动画软件模拟拍摄流程，然后将数据
导入机械臂，与轨道衔接，圆满完成了拍
摄。为了模拟沈腾在月球上360°奔跑
再腾空飞起的画面，我们为摄影机器人
MOCO的机械臂做了超大臂展改装，达
到了完美的拍摄效果。摄影机器人并不
意味着只能用数据和程序来操控，在拍
摄沈腾与袋鼠搏斗的场景时，由于要高
速运镜、近景拍摄，沈腾离摄影机非常
近，我们就专门配备了安全员，把控机
器，以保证演员的安全。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与开心麻花的项

目，第一次接触张吃鱼导演，他们对作品
严谨认真的态度让我十分敬佩。我们此
前在电影《刺杀小说家》和《唐人街探案
3》中与《独行月球》的制作团队都有过合
作，已经产生了默契，我们才有更大的勇
气去创新。

有人问我，目前我们中国的电影制
作水平与好莱坞相比还有多大差距？我
认为，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具有中国特
色的电影工业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起来
了，这是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也是每个从业者积极探索和前进的方
向。就像我们正在做的事，通过技术更
新与升级，让原来的不可能变为可能。
以前我们无法想象可以在“月球”上拍一
部电影，现在我们做到了。我常把我们
这类人比作技术造梦师，用我们的技术
为艺术赋能，帮助导演完成他们天马行
空的幻想，科技让艺术皆可呈现。

打造AI半自动化拍摄系统

让更多的人享受特拍乐趣

记得我刚开始创业时，有一次接到
一个电话，对方说要来公司找我谈谈。
这个人叫“金枪大叔”，我们聊了很多，我
介绍了我们研发的摄影机器人，谈到了
以后公司的发展方向。他觉得我缺少一

个机会，于是给了我很大帮助，把我带入
这个行业的高端领域，接触到很多国内
顶尖的创作团队。

近年来文化产业高速发展，影视行
业对制作设备有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摄
影机器人MOCO已经发展到第三代，
有三个系列、五款产品，可以满足多种拍
摄需求，也让我们有能力参与到更多优
质项目中去。每次我们参与拍摄的电影
上映时，我都组织员工去电影院。电影
放完了也舍不得走，为的就是看一眼片
尾字幕中我们团队的名字。那一刻，过
往再次浮现眼前，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
生。总有保洁阿姨好心提醒我们：“后面
没有彩蛋了，别等啦。”
曾经有一位知名导演问我：“除了个

人的成就感和情怀，你觉得你能为电影
行业作出哪些贡献？”我想了很久，也跟
我的合伙人讨论过，决定重新给自己定
位——用最先进的电影技术为更多的普
通从业者找到商机和岗位，这也是我们
公司一个重要的转型节点——在影片上
映过了保密期之后，我们会把为这个项
目开发研制的设备转化成产品，辅导更
多的人去做特拍。为此我们还做了一项
工作，从我们近年参与拍摄的作品中挑
选出70个典型案例，分成12个类别，制
作成教学大纲，辅导人们如何做特效拍
摄。现在很多大专院校增加了这方面的
教学课程，我们编纂的大纲正好为他们
提供了教学参考。

早在产品研发初期，我们就制定了
三个标准——降低学习门槛、降低购买
门槛、降低使用门槛，目的是要把高端的
产品变得简单化。一台进口设备价格高
达几百万元，我们的设备低的十几万元，
高的也不过几十万元。我们也希望以摄
影机械臂为硬件入口，逐渐打造一个AI
半自动化拍摄系统，让更多的人享受特
拍的乐趣。

讲述

印 象

在传统乡土叙事中
探求新的艺术美学

付秀莹 把根脉扎进乡土深处
本报记者 何玉新

我对华北大平原的村庄无比热爱。有
时候坐火车，透过车窗，遥遥望见一座村
庄，我的心立刻就柔软了，我几乎无法抑制
自己想象到那个村庄的生活——炊烟缓缓
升起，风轻轻吹过，偶尔有一两声鸡鸣，庄
稼熟了，女人们在传闲话……我闭着眼就
能描述出来。当然，如今的乡村大不一样
了，但这变化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故乡之于我，不仅是地理学的概念，更

多的是精神范畴上的一处安妥之所。我在
北京工作了很多年，为了写好当下的农村，
经常回到故乡。我在村里转来转去，看到
墙上的标语，我就用手机拍下来。空气中
飘着饭菜的香味儿，耳边传来油锅爆炒的
沙沙声、高压锅炖肉水蒸气的噗噗声，让人
觉得心里头妥帖踏实、温暖安宁。

迎面走来的那个人，可能就是我小说
里的人物。某一棵大树，可能在我的小说
里茁壮地生长过。我在那棵树下跟我书里
的人物打招呼，闲聊，强作镇定，内心却动
荡得厉害。我感到自己痛饮着生活的泉
水，觉得特别甘甜，马上可以汩汩流淌到作
品中。

我到处跟人聊天，这种聊天是渗透式
的，乡亲们会跟我讲家务事、儿女情，算经
济账，聊婚丧嫁娶、人情世故。这些都让我
受益匪浅。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像一棵
大树，你不仅要看到叶子，还要看到埋得很
深的根部——伦理、情感、道德观念、价值
判断，然后通过小说的语言去结构和表达
出来。
《野望》以二十四节气为叙述结构，从

小寒开始，到冬至结束，冬去春来，夏秋更
迭。时光流逝、岁月循环之中，萌生了诸多
新的生机；风吹草动、山高水低与时代生活
的风起云涌彼此呼应，互为镜像。节气的
交替之下，是最为平凡、普通的生活日常。
农村养猪、制皮、搞运输、开饭店等产业的

兴衰，以及环境保护、扶
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宏
观政策在一个小村庄所
引发的种种变化，在书
中逐一呈现。
如果说写《陌上》的

时候，我还总是被语言、
修辞、结构、技法等细枝
末节所牵绊，那么当我
真正沉浸到《野望》的写
作中，竟然完全是另外
一种状态。我忘记了我
的作家身份，忘记了那
个自以为是的肤浅幼稚
的“小我”，满心满眼、纸
上笔端都是沸腾的乡村

大地，是明月星辰下沸腾的人群，是生生不
息的生活长河里的浪花飞溅。我得承认，
是那片土地以及那片土地上的村民百姓在
洗涤我、修正我、塑造我、成就我。
我并没有在小说中设置特别突出的戏

剧事件，只是描摹了当代乡村生活的众生
相与世态人情。乡邻们日复一日地忙碌在
繁杂、琐碎又具体可感的人间烟火中，时间
的河流一直流淌，亮光总是能吸引人们继
续向前。

通过写作与故乡相处

从未离开过我的芳村

记者：您很多部小说中的故事都发生在芳村，

这个地方是虚构的还是真实存在的？

付秀莹：我的老家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
我生活的那个村庄叫南汪村，芳村的村名是我虚
构的。小说肯定也是虚构的，但是也有现实生活
的影子，它是华北平原很多村庄的集合体，一些民
风民俗都是相通的。

记者：最早写芳村是什么时候？

付秀莹：2009年，我写了短篇小说《爱情到处
流转》，第一次出现芳村这个地名。开始倒没想太
多，一篇一篇写出来，都是芳村的人和事。朋友跟
我开玩笑，说要到芳村看看。这些年我几乎每天
都在写作，每天都在跟我心底的村庄、我的故乡相
处，跟我小说中的人物相处。我的写作一直没有
离开芳村，也没有离开过乡土，要么是有人从芳村
出来，要么是故事就发生在芳村。

记者：有评论认为，从《陌上》到《他乡》，再到

《野望》，您完成了“芳村三部曲”的创作。《陌上》写

的是芳村，《他乡》写的是从芳村走到北京的女性，

既然已经出来了，为什么《野望》又把笔触回到故

乡，又去写一个农村题材的作品？

付秀莹：关于“三部曲”的说法，其实作家可能
是懵懂的。最早《陌上》和《野望》肯定是姊妹篇，
因为人物关系一脉相承，虽然主角和配角发生了
一些变化，但人还是那些人，关系还是那些关系，
村庄还是那个村庄，只是所处的时间段不同。写
完《陌上》以后，我在一些文章里写到，我意犹未
尽，还有很多话要对村庄说，对读者说，对生活说，
还有很多故事没有展开。我就像是一个农民，春
天种下一粒种子，耐心等待着萌芽发叶、开花结
果。有人跟我探讨，说《他乡》的主人公翟小梨是
从芳村出来的，她也属于芳村，我深以为然。这个
人物的精神底色也好，培育她的故乡精神根据地
也好，都在芳村。《野望》是在写完《他乡》后马上就
开始的，回到故乡，是一种必然。我不反对“三部
曲”的归类，都是我的“孩子”，有的瘦弱一些，有的
强健一些，但我付出的心血是一样的。

记者：写乡村无法回避乡土俚语，您怎么看待

方言写作？

付秀莹：我不反对用方言。《野望》和《陌上》出
来以后，我家乡的读者读到时会心领神会，他们知
道我在说什么，他们能读懂，又感觉很亲切。我觉
得这就是一个小说家在语言上需要去探索和追求
的风格和质地。方言可以用，但是不能影响表达，
既要保持原汁原味的地域色彩，又要融入小说叙
事的过程中。有的作家写起来不管不顾，不考虑
读者，那可能就会有局限性。我觉得要艺术性地
改造方言，既保留方言的特点，又要考虑读者的阅
读体验。

只想诚恳、自然、朴实地

表达出我的村庄的日常生活

记者：《陌上》《他乡》《野望》三部作品时隔多

年，您自己的内心有哪些变化？

付秀莹：写《陌上》的时候我有点儿紧绷，不太
放松。毕竟之前写了十几年中短篇，第一次写长
篇小说，读者会有什么反馈，评论家会有什么评
价？我还是有得失心，我想要赢，想要写得好，想
要让大家认同。然后写《他乡》，三年以后又写了
《野望》。到这个时候，我忽然放松了，因为有两部
长篇的积累，有诸多师友的肯定，我觉得自己充满
力量。就好像一个人在长跑，不停地跑，浑身充满
能量，感觉自己还有很大的爆发力。当我重新再
写芳村的时候，没有了得失心，没有了胜败之心，
只想诚恳、自然、朴实地表达出我的村庄的日常生
活。那些日常是自然流淌的，是亘古如新的，它在
那里是一个平凡的存在，然而又是一个伟大的存
在。如果说评论家和读者感受到《野望》有一点点
的成长，或者成熟、进步，可能跟我写作的心态和
姿态有很大关系。我把自己完全扔进沸腾的日常
生活里，不急不躁地去书写它们，那时候我的眼里
没有评论家、没有读者，只有书中的人物。我深切
地热爱他们，同情他们，迷恋他们的生活，特别想
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就是翠台，我就是素台，我
就是那些普普通通的芳村大众。所以我写得也极
为踏实，希望把这样一种姿态和心态传达到文字
当中，传达给读者。

记者：《陌上》刚刚出版的时候，有评论家认为

您的写作有《红楼梦》的影子，特别是书中对一些

女性形象的刻画描摹。能否具体谈谈《红楼梦》对

您的影响？

付秀莹：《红楼梦》对我写作的影响，最大的就
是写日常，写日常生活，写好日常生活里的人，写
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难点在于如何在日
常里写出波澜，写出日常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可
能也有一些语言、语气方面的影响，那是因为读
《红楼梦》读得太久了，会不自觉地有些流露。

乡村里延续千年的传统

值得我们去发现和珍惜

记者：以您的切身感受来说，中国乡

村有哪些特别值得珍藏的文化传统？

付秀莹：铁凝老师说，中国的根就在乡
村，不理解中国的乡村，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社

会。作为一个有乡村生活背景和生活经验的作
家，我特别愿意把我的根脉扎到中国乡村的土壤
深处。比如我用二十四节气来结构《野望》这个作
品，这是中国乡村民间文化当中一个最根本的元
素。乡民不说星期一、星期二，而是习惯说初一、
十五，说大暑怎么样，小寒怎么样。这些都已渗透
到乡村生活的肌理深处，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中
国传统乡村一直是熟人社会，乡村的传统文化有
很多值得我们去挖掘和发现的东西。我一直固执
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子深深沉淀在乡村的
河床中，那里有很多不变的东西，延续千百年，非
常珍贵，值得我们珍藏。

记者：这些年乡村有哪些新变化？

付秀莹：在大的时代背景之下，乡村发生着巨
变，有些东西被淘汰，烟消云散，也有很多东西仍
然坚强地矗立在原地。比如说伦理，一点一滴发
生着微妙的变化；比如贫与富，原来乡村有影响的
人物是乡绅，或者村干部，而现在可能是富人，因
为他们可以帮助乡民；再比如村主任，从大
城市里来的年轻人，他们把国家的宏观政
策传播到田间地头。

记者：《野望》也想呈现出这种变化吗？

付秀莹：我在《野望》一开始写的就是
爱梨跟大坡吵架，要回娘家，这件事搅乱了
翠台一家人的生活。这里面有两性情感、
婚姻家庭、价值观念、伦理关系的变化，呈
现了现代生活方式对农村的影响。我感觉
现在的乡村有一个特点，就是男女比例失
衡，对村里人来说，娶媳妇是天大的事。所
以我选择从这样一种关系来下笔。其实中
国乡村的新与旧，变与不变，在我的作品里
不是那么分明，在现实的乡村生活当中也
是混沌一片，需要我们仔细去辨认。可能
我这样一种气质的作家，不是特别愿意去
正面跟这个时代的山乡巨变遭逢，可能用较为委
婉曲折的方式进入，对我来说是比较妥帖的。日
常生活波光粼粼，它对大时代的折射和映照，对世
道人心的把握，是我致力于去表达的内容。

记者：下一部会写什么？

付秀莹：还是会写芳村。像我在《野望》中写
到的二妞这样的回乡大学生，在风云变幻的时代
背景下，会有怎样的成就，有怎样的生活前景？这
是我想不断去探索和表达的内容。她可能会成为
我下一部作品的主角。

付秀莹自述

纸上笔端都是
沸腾的乡村大地

付秀莹
1976年出生，河北省石

家庄市无极县人，现居北
京。著有长篇小说《陌上》《他
乡》《野望》，小说集《爱情到处
流传》《朱颜记》《锦绣》等。
曾获十月文学奖、汪曾
祺文学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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