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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曾执导 13 部

《猫和老鼠》的动画大师吉

恩·戴奇去世的消息传出，

引发了影迷的“回忆杀”。

伴随无数人童年记忆的

《猫和老鼠》甚至被推上了

热搜榜单——在这集播出

于1947年的《猫之协奏曲》

中，汤姆猫弹奏钢琴时的

音符与按键，几乎与原曲

琴键“神对应”。

无独有偶，中国也有

一批动画经典，细节之严

苛令人惊叹。上海美影厂

出品动画《哪吒闹海》中的

“李靖抚琴”片段，演奏古

琴时指法不仅准确，且画

音对位丝丝入扣，时隔 41

年后品质也毫不逊色。

人们屡屡搬出这些动

画片回味，怀念的不仅是

自己的童年，更是那些艺术

工作者在条件有限的过去，

始终秉持追求完美的匠心

与人文关怀。回忆起六位动

画师围着古琴演奏家龚一

记录指法的往事，曾为《哪

吒闹海》《三个和尚》《山水

情》等美术片作曲的上海音

乐学院教授金复载说：“从

迪士尼、美影厂到宫崎骏，

匠心让音乐赋予影片更持

久的艺术生命力。”

郎朗视汤姆猫为古典

乐的“启蒙老师”

约翰·施特劳斯《蓝色

多 瑙 河》、肖 邦《大 圆 舞

曲》、贝 多 芬《月 光 奏 鸣

曲》……据统计，50多首古

典音乐曾出现在《猫和老

鼠》系列中。中国钢琴家郎

朗曾表示，自己演奏时丰

富的肢体动作，很大程度

上源于这部动画片。每次

电视播放《猫之协奏曲》这

集时，他都会聚精会神地

观看，把汤姆视为古典乐

“启蒙老师”。

在《猫之协奏曲》中，

汤姆猫作为钢琴弹奏者即

将演奏，杰瑞老鼠却在钢

琴上一直捣乱，汤姆既要

保证演奏不搞砸，又要收

拾“冤家”闯下的烂摊子，

整个过程既紧张又妙趣横

生。多年以后，有音乐相关

专业网友发现，汤姆弹奏

李斯特名曲《匈牙利狂想

曲第2号》时，指法和原曲

完全对应，并没有糊弄观

众胡乱弹奏。

要知道，上世纪 40 年

代不存在3D建模、PS数位

板画图等技术，动画制作

流程远比今日繁琐。可《猫

和老鼠》制作团队没有偷

工减料，画师一张一张悉

心画出了一秒 24 帧的动

画。以汤姆弹奏钢琴为例，

绘制之前先要把音乐规划

完整，并让汤姆对准每一

帧演奏。由于汤姆猫只有

四根手指，演奏钢琴时的

指法还需重新分配。最终

成片不仅钢琴演奏准确，

还完美融合了音乐与猫鼠

打斗的场景，这份匠心和

严谨让《猫之协奏曲》成功

获得1947年奥斯卡最佳动

画短片奖。

《猫和老鼠》剧情的推

进和开展，很大程度上依

靠背景音乐和肢体动作呈

现。主人公的一颦一笑、一

举一动，都要与音乐严丝

合缝。从 1940 年正式开播

至今，80 年来《猫和老鼠》

能够成为一代代人的童年

宝贵记忆，最大功臣当属

高水准背景音乐与画面无

可挑剔的结合。

6位动画师精心雕琢

“李靖抚琴”场景

中国艺术工作者的匠

心，同样为人们津津乐道。

41 年前的美术片《哪吒闹

海》，细节处处可见惊喜。

比如开头一段编钟演奏的

音乐，伴随着“上海美术电

影制片厂”几个大字共同

出现。1978 年《哪吒闹海》

正在制作中，作曲金复载、

录音师侯申康听闻战国早

期曾侯乙编钟出土，兴奋

地跑去湖北现场录音。青

铜编钟雄浑而质朴的音

色，最终为影片增添几分

庄重与神秘。

除了编钟，《哪吒闹

海》配乐还使用大量其他

民族乐器。在震撼无数人

的“哪吒自刎”场景，染血

的宝剑闪着寒光插入地

砖，龙王叫嚣着收兵回海。

铿锵中带着凄厉的琵琶声

响起，哪吒充满悲愤的双

眼叠化出口衔乾坤圈、混

天绫飞奔而来的梅花鹿。

西方管弦乐和二胡齐奏又

将曲调转向哀婉和绵长，

哪吒的魂魄化作银丹被仙

鹤衔起远去……音乐的铺

陈与渲染赋予这个片段历

久弥新的力量。

《哪吒闹海》中“李靖

抚琴”这场戏也相当精彩。

角色姿态、神情，乃至指法

都和音乐结合得天衣无

缝。当时金复载将曲谱好

后，邀请好友、古琴演奏家

龚一到美影厂演奏琴曲。6

位动画师呈扇形围绕龚一

而坐，从不同角度用速写

记录下他弹奏每个音节的

指法，摄影机则拍下他演

奏时的神态影像。之后，由

动画设计师马克宣完成最

终角色表演和镜头原画的

“精加工”，鬼斧神工的场

景由此诞生。

画面紧密配合音乐更

具艺术性

除了《猫和老鼠》《哪

吒闹海》，与画面相辅相成

的音乐编配还成就了不少

其他动画经典。以迪士尼

为例，从《美女与野兽》《狮

子王》到《冰雪奇缘》，总有

一些旋律能被人们铭记，

比如全球范围内传唱度极

高的《Let It Go》等。

中国也有不少脍炙人

口的经典动画——《三个

和尚》《雪孩子》《舒克和贝

塔》等，因片中雅俗共赏的

旋律更加熠熠生辉。金复

载表示，美影厂过去出品

的不少美术片对白并不

多，主要靠音乐来推动叙

事、烘托气氛、表达主旨。

之所以实现了完美的音画

结合，得益于作曲家与动

画师、演奏者的共同努力。

“动画片本身就是虚构的，

充满艺术的想象，而音乐

能更深入地带动剧中人的

感情，使作品更具想象力

和艺术性。”金复载表示，

眼下国内有些动画片相对

注重画面，希望从业者能

更重视音乐编配。“为动画

配乐，是一份一点儿也不

‘小儿科’的工作。”

（据《文汇报》）

4 月 28 日，据外媒报

道，国外视频网站Youtube

和翠贝卡电影节宣布与戛

纳、柏林、威尼斯、多伦多

等来自全球各地的20个电

影节主办方合作，推出名

为“我们在一起，一个全球

电影节”的线上电影节。举

办时间为5月29日～6月7

日，其内容包含有长片、短

片、纪录片、音乐、喜剧和

对话等。观众届时可以免

费观看，并且不会插播广

告。

实际上，“我们在一

起，一个全球电影节”并不

能完完全全称做是电影

节，它更像是一次大型的

线上活动。据悉，其内容包

括有原定在各大电影节放

映、却因新冠疫情而改变

安排的部分。目前尚未公

布具体片单，据主办方透

露，新旧电影都会有，长片

方面估计会以影库的旧片

为主。由于是免费放映，组

织方也鼓励观众向慈善组

织捐款。

另外，这一次的线上

活动也不代表实体电影节

的取消，记者获悉，威尼斯

电影节依然按行程表在筹

备，多伦多电影节也仍然

未宣布取消。而数次推迟

了开幕日的戛纳电影节，

此次线上活动并未提交长

片，只提供了大师班对话

内容。戛纳目前拟定开通

为期六天的虚拟市场线上

交易活动，为全球买家提

供电影节市场交易服务，

但线下电影节并未放弃，

或者会有与威尼斯电影节

合作的可能。

（据《新快报》）

近日外媒公布一年一

度的好莱坞大片盈亏榜,

《复 仇 者 联 盟 4：终 局 之

战》(以下简称《复联 4》)

荣登榜首，以近 9 亿美元

的高回报成为 2019 年最

赚钱的好莱坞大片。在盈

利的 10 部电影中，迪士尼

占了 7 部半，排名第七的

《蜘蛛侠：英雄远征》由漫

威(迪士尼)和索尼共同开

发，各算一半。其他非迪

士尼发行上榜的电影包

括索尼的《勇敢者游戏 2：

再战巅峰》和华纳的《小

丑》。《X 战警：黑凤凰》和

李安执导的《双子杀手》，

分列最赔钱电影的第一

和第四名。

（据《新快报》）

今年第四部转战网络

的院线电影上线了，它就是

由周显扬导演，杜致朗编

剧，韩庚、邬君梅、蔡书灵领

衔主演的动作电影《我们永

不言弃》。该片于4月20日

起在爱奇艺开启超前点映。

影片讲述一个令人热

血沸腾的逆袭故事：拳王周

始（韩庚饰）曾经战无不胜、

风光无限，但性格也跋扈嚣

张，因为狂傲而尝到了入狱

的苦果。出狱后的周始性情

大变，和女儿周自在相依为

命，被困于人生低谷。更让

人没想到的是，小自在被确

诊患上白血病，更给了周始

致命一击。最终，周始为自

己，更为女儿，再次证明了

自己，赢回尊严，上演了华

丽逆袭！（据《北京晚报》）

经典画面背后藏着音乐“彩蛋”

汤姆猫在弹奏汤姆猫在弹奏《《猫之协奏曲猫之协奏曲》》剧照剧照

全球20个电影节大合作举办线上电影节

2019年好莱坞盈亏榜：《复联4》最赚钱

《我们永不言弃》超前点映

上海美影厂出品动画上海美影厂出品动画《《哪吒闹海哪吒闹海》》剧照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