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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
回归舞台
《对话》
升级第三季
两年前，张艺谋推出观念演出《对话·寓言 2047》，笙配
无人机，唢呐锣鼓配现代舞，传统非遗与前沿科技的“混搭”
奇异而引人联想。9 月 13 日至 15 日，
《对话·寓言 2047》第
三季再度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近日，张艺谋与《对话·
寓言 2047》第三季的主创团队来到国家大剧院，分享新一
季演出的亮点。

挖掘冷僻古老艺术

不做无意义的
“混搭”

11 年前的 8 月 8 日，正好是北京奥运
会开幕。无与伦比的开幕式演出至今令
人难忘。11 年一晃而过，北京很快将迎
来冬奥会。这些年间，张艺谋又相继执导
了杭州 G20 峰会文艺演出、平昌冬奥会
北京 8 分钟等许多重要的汇演作品，制作
团队运用的科技在此过程中飞速进步，
每
每让他惊叹不已。
“大家都还记得 2008 年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活字模，
它用了矩
阵和编程的原理，很有意思，但那是人做
的啊。到了平昌的北京 8 分钟，24 个机
器人在平昌满是雪和冰的地上精准无误
地运行。”两个节目的对比中，
现代科技的
发展一目了然。
科技是畅想未来时绕不开的话题，也
是《对话·寓言 2047》不可缺少的一面。
前两季中，
《对话·寓言 2047》的主创团队
挑选了上百种中国民间艺术和世界最新
科技，呈现了 15 个形态各异的作品，探讨
了人与科技的关系以及对未来的种种设
想。第三季在继续聚焦科技裂变与人文
延续的同时，
还将关注时下流行的环保话
题。来自 8 个国家的 21 支团队将在本次
第三季演出中登场，小无人机、机械臂、矩
阵灯等高科技元素将与陕北说书、南音、
笙等传统艺术文化表现形式“碰撞”出 7
段全新的艺术作品。

人工智能会不会失控？当它学会自
我生存，人类是不是会走向终结？对于这
些常常出现在科幻电影中的热门话题，
张
艺谋很有兴趣，
也一直在思考。
“如果把在
座所有人的手机收了，
我估计大家都找不
着北了，一整天没有灵魂了。人会不自觉
地被某种科技所控制。”张艺谋觉得，
《对
话·寓言 2047》应该给予大家一定的启
发，
“科技发展到今天，
这些话题是不可避
免的。一个演出其实没什么了不起，
但我
们不能总是娱乐。”
与日新月异的科技进行
“对话”的，
是
站在另一个极端的非遗。张艺谋和制作
团队在刻意地、尽可能地挖掘冷僻的古老
艺术。
“我们不找那些耳熟能详和已经受
到保护的，就找最偏的、几乎失传的东西，
希望能给艺术家创造机会，
让他们在国家
大剧院的舞台上表现自己。”张艺谋记得，
在《对话·寓言 2047》之前的演出中，有一
位老奶奶谢幕后流下了眼泪，
曾经只能面
对着空旷的大草原歌唱的她有了台下这
么多专注而真诚的观众，
心中的愉快难以
言说。
“我们国家有无数的文化瑰宝，
但现
在能看到的、听到的非常少，很多慢慢地
自生自灭了。”这些非遗项目的传承举步
维艰，张艺谋很担忧，
“至少让年轻人也知
道，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种形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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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到第三季，
《对话·寓言 2047》
仍然延续着让国际尖端科技与中国古老
非遗同台演出的形式，但“对话”的背后
是一个极为庞大的工程。通常来说，在
国家大剧院进行的一场演出只需要 5 个
集装箱的舞美道具，
《对话·寓言 2047》
用到的集装箱却多达 23 个，而这一季的
演出刚刚结束，主创团队马上就要开始
为来年做准备。一年的时间里，他们要
在全国挑选传承人，然后利用各种媒介
寻找世界范围内能够被搬上舞台的最新
科技，
联系数不清的团队。
“有再一再二，
很难有再三再四，每一季都不重复是很
难的。”张艺谋坦言，筹备这台演出甚至
“比拍电影还要难”
。
张艺谋一直表示，
“ 对话”不能是毫
无意义的字面上的
“混搭”，在看似
“风马
牛不相及”的艺术和技术间，
其实存在着
一种联系和
“延续”
。
“这完全不是设计好
的，
是当你看到它们同台时有那种感觉，
1+1>2 的那个瞬间，就决定了这个节目
是什么方向。”比如第一季中，200 多年
历史的织布机和现代编程控制的灯球同
台，
两者都包含着
“编织”的概念。
找到这种“感觉”并把它表现出来，
苦了制作团队的其他艺术家。音乐家吴
彤为《对话·寓言 2047》担任音乐总监，

处理传统的音乐时，
既不能变化太多，
又
不能完全没变化；
灯光、激光等舞台技术
部分常常用“帧”来计算，现场演奏的音
乐怎么与精确的程式对接，需要做大量
的功课和预案。为演出编舞的李超也遇
到了许多困难，
在第三季的演出中，
他带
领的舞者需要与一位陕北说书艺人合
作，老先生情绪一来，常常即兴发挥，动
作需要卡到一拍甚至半拍的舞者“就疯
了，
八个人完全不知道该干什么”
。
张艺谋也在跟随着大家一起成长。
“我
们看表演，
常常是觉得
‘旧’
‘
、老一套’，怎
么达到
‘新’
呢？其实就是要学习。”他非
常珍惜执导“2047”时与来自全世界的
团队接触的过程，
“学了多少东西，长了
多少见识。我可以毫不惭愧地说，在中
国的导演中，
我应该是接触现代科技、把
它和表演结合最多的那个。”
但张艺谋在创作时越发谨慎。
“你自
己的要求高了，
观众见多识广，
要求也高
了，就像拍电影一样。”中国的电影市场
今非昔比，产量从原来的每年一百多部
激增至上千部，
“爆款”和新导演大量涌
现，可“电影更难拍了。做导演做到今
天，越来越不容易，要兢兢业业、努力学
习，
要跟得上时代。”
本报记者高倩 牛小北 摄

李安新片威尔·史密斯
“返老还童”
本报讯（记者李俐）作为李安时隔三
年的回归之作，电影《双子杀手》一直备
受关注。记者从近日曝光的一支电影特
辑发现，为完美还原主演威尔·史密斯的
年轻样貌，制作方邀请到了《阿凡达》
《指
环王》等片的特效团队，共同制作出一老
一少威尔·史密斯同框对决这一精彩绝
伦的画面。
电影《双子杀手》讲述威尔·史密斯
饰演的国防情报局特工，准备退休之际
意外遭遇一名神秘杀手的追杀，令他没
想到的是，这名杀手竟是年轻了 20 多
岁的自己，一场“我与我”的激烈博弈旋
即展开。
影 片 借 助 动 态 捕 捉 技 术 ，根 据 威
尔·史密斯的表演，来创造一个年轻版
的他，这不是简单的面部置换，而是完
全用特效创造的。用 CG 技术制作人
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可为整部电影创
造出一个真正的人类而非虚拟角色是

第一次。为此，曾制作《阿凡达》
《指环
王》
《复仇者联盟》的好莱坞顶级特效团
队聚集了数百位特效师，潜心打磨足足
2 年，最终呈现出这场电影史上前所未
见的奇观。曾参与《加勒比海盗》系列
的金牌制片人杰瑞·布鲁克海默也称赞
李安这次的挑战“十分有革命性”，更感
叹这次的突破，
“ 就像从黑白电影到彩
色电影的飞跃。”
除了特效制作的难度，要在一部电
影中同时表演出 50 多岁和 20 多岁的自
己，对威尔·史密斯的演技也提出了不小
的挑战。电影中，威尔·史密斯不仅完美
呈现出与自己对打博弈的激烈场面，更
精准把握不同年龄阶段的角色状态，特
别是特辑中一幕年轻的威尔·史密斯落
泪的画面，抛开特效的震撼，单是情感的
流露便十足动人。
电影《双子杀手》将于 10 月 11 日在
北美公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