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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平的

在最近我访问中国，南美和欧洲的过程中，我逐渐确信在电影摄影行业创作和

生产过程之中，我们的观点经常可以和全球“扁平化“的理论相比较。长期以来，好莱

坞像一个巨人矗立在世界电影产业之中，它是一个由技术知识、先进的设备和关系网

建立而成的堡垒；是一个由男性主导的产业，对于外行人和少数族裔来说机会少之又

少。并且，很大程度上只由少数头部企业引领，带着强烈却单一的视角前进。而这些

视角的出发点往往就是以扁平化的世界作为前提。

但是，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世界其实是个球体！而电影产业也同样受到地心

引力的影响，就像冰淇淋球上的巧克力酱那样，包裹了全球。

当我们看见船队消失在地平线，随后又带着来自远方的新奇故事归来时，我们

再也没有办法对我们未知的世界视而不见。

科技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难以触及，价格也开始趋低。并且不断地从那些我们不熟知的国家迸

发出来，中国正在挑战全球的电影制作市场，与此同时，谁又能想到尼日利亚现在是全球仅次于

印度的最大电影生产国——每年超过2500部。

在这些地方，剧组用着相同的摄影机，灯具和机械设备，用着和我们“传统”电影制作同样的

工作流程。最重要的是，这些地方的电影工作者们有着和我们相似的创造力和视野。

ASC的大师班和国际大师班计划如今已经有超过1200名学员，其中将近40%来自于美国以外

的国家。这些教育项目让我们直观地目睹和参与了电影产业全球化的重要变革。

有些产业的全球扩张是被生产上的惠利所驱使的，但我们看到更多的是那些自立的产业中心

的诞生。事实上，除了不断增长的多国联合制片之外，像Netflix，HBO和亚马逊这样的公司还有

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不仅制作“全球市场内容”的影片，同时也着眼把本国本土的文化传播到世

界各地，这是“传统”商业重心中所没有的。

这就像我一样，作为一名摄影师，我最近积攒的飞机里程数高于以往任何时候。

全世界有50多个摄影师协会，让大家彼此保持沟通是我们的最高行动准则。由此ASC将会于

今夏在洛杉矶主办第三届国际摄影师峰会，这个每两年举办一次的活动将会迎来将近40个协会的

代表前来参加，包括Imago，即欧洲电影协会（European Federation of Cinematographers）。其中议

题多样，包含创作内容、摄影师权利和最新的技术，唯一扁平化的就只有会议桌了。这个活动的

指导精神毫无疑问会立足于这个立体的世界以及地平线上升起的崭新观点。

让我们面对这个现实：我们的电影产业在全球范围内正在逐步立体化。意图维持扁平世界的

观点只会错误地引导我们从盘子般的地球边缘落入深不见底的大海。

Kees van Oostrum
ASC主席



项目
简化您的

HDR的动态范围扩展和栩栩如生的色彩，为广播、制作、后期和ProAV 带来了新的机会。
靠着我们最新的HDR工作流程解决方案走在领先优势，包括可实时HDR和WCG转换的FS-HDR、 

提供HDR播放和采集的桌面I/O，及可轻松透过SDI实现HDR显示的迷你转换器。
从HDR10到HLG，AJA都可为您实现。

HDR转换 用于剪辑、CC和VFX的HDR HDR播放和显示
FS-HDR将广泛的相机色彩空间、亮度范
围和Log输入格式转换为HDR标准，并从
SDR转换为HDR，实时将非HDR材料整

合到HDR程式中。

FS-HDR内建Colorfront Engine™软件，
提供简易预设、参数控制，及同步4K/

UltraHD和HD的HDR和SDR输出。

后期制作时在相容的荧幕上检视您的
HDR项目。

AJA 桌面产品包括AJA Control Panel，
可直接在您的后期制作软件应用程序中
设置实时HDR10和HLG播放，还可以使
用Io 4K Plus从游戏平台等透过HDMI采
集HDR。我们提供多项选择，从功能强
大的KONA®4 PCIe卡，到为Thunder-
bolt™电脑设计的Io® 4K Plus，以及支

持IP视频的KONA IP和Io IP。

专业地连接价格实惠且广泛使用的HDMI 
2.0 HDR荧幕。

从Ki Pro Ultra Plus配置的HDR10元数据
设置，播放4K/UltraHD/2K/HD HDR10

和HLG HDR素材。Hi5-4K-Plus迷你转换
器支持HDR10元数据置入和HLG无缝显
示，将您的高帧速率3G-SDI信号源连接

到HDMI HDR荧幕。

Find out more at |www.aja.com更多信息请至



4 2018年07月刊                                                                                                           美国电影摄影师杂志

器材指南

                烧了那栋房子
                杰伊·霍尔本（Jay Holben）

毫无疑问，火与光中能够产生一种美。但是火焰本

质上是危险而不可控制的，因此很难驯服。当摄影师运

用真火来作为摄影元素或光源时，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戒

来保证全程安全。永远不要让看护者离开火源。

我对于火焰的认知是从本杂志对于《回火》的报道

（1991年5月刊）开始的，《回火》由朗·霍华德（Ron
Howard）执导，摄影指导则是迈克尔·塞洛蒙（Mikael
Salomon，ASC）。尽管我不需要去拍摄烈火地狱的场景

——我更习惯拍摄蜡烛，壁炉和篝火，但塞洛蒙拍摄火

焰的方法仍然是我首选的参考。不过最近我与摄影指导

杰森·克罗瑟斯（Jayson Crothers）的一场谈话如同一次进

修班，让我的认知更上一层楼。

克罗瑟斯曾担任由迪克·伍尔夫制片的NBC电视剧

《芝加哥烈焰》过去三季的摄影指导。两年前该剧第二

季的时候，丽莎·韦根（Lisa Wiegand，ASC）作为摄影指

导，而克罗瑟斯担任B机掌机兼B组摄影指导。该剧着眼

于风城的消防员；因此正如克罗瑟斯解释的那样，“每两

集我们都会有一场大规模燃烧”。

外景火灾都是实景拍摄，但内景的火灾通常都是

在可控制的影棚里拍摄的，被称为“燃烧舞台（Burn Sta-

ge）”，位于Cinespace芝加哥摄影棚的一个改装仓库。“在
实景地拍摄真的火灾是不现实的”，摄影指导指出，“所
以我们将所有内景火灾都留到燃烧舞台拍摄。”

燃烧舞台在任何情况都设有三个不同配置的“骨
架”：一个地下室，一个开放式房间，可以是从公寓到艺

术博物馆的任何场景，以及一个多层架构布景，可以让

演员从一个楼层移动到另一层。所有的设施都是为了配

合丙烷火灾效果而设计的；布景材料也是由金属制成，

并且所有的外层涂料都被剥离，以避免燃烧时产生具有

潜在危险的化学蒸汽。

此外，舞台还专门配置了定制的通风系统用来帮助

控制各种情况下的热量和烟雾。布景中的天花板都经过

设计，在摄影机拍不到的地方可以局部拆卸，以便疏散

热量使温度不会那么高。特大型空调机组也会安装好以

便在拍摄间隙冷却舞台。

“在燃烧舞台上拍摄有其特有的挑战，并且拍摄速度

非常慢，”克罗瑟斯坦言。“在一个普通的拍摄日里，我

们可以拍摄七到八页，如果使用双机拍摄的话，可能可

以拍50到60个场景（每台摄影机拍摄25-30个）。但是在

燃烧舞台拍摄一天，我们可能只能拍摄两页，并且全天

只能拍14个场景（主要使用单机拍摄）。

“每一个燃烧舞台上的布景都需要45分钟到1小时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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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队员在《芝加哥烈焰》中与熊熊火海作斗争，照片由杰森·克罗瑟斯拍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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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成，”他继续说道。“设计布景

时，我们意图在每个场景中能够拍

到尽可能多的素材，但每条素材时

长都不会很长。如果一个场景里只

有五、六个火点，那么我们也许能

够拍摄一条一到两分钟的镜头，但

如果一个场景里有15-20个火点，那

么在20或30秒之后，温度就太高了，

我们必须停止。大部分在燃烧舞台

上拍摄的镜头都在20到30秒之间，比

如演员沿着走廊跑过去，踢开了一

扇门，就这样。然后再花45分钟到1
小时布置下一个场景。”

“我们很少会重拍，因为即使是

重拍我们也得花15分钟或更长时间来

重置场景，”克罗瑟斯补充道。“如果

演员少说了台词，我们会继续拍；

如果有人犯了错误，我们会继续

拍。可是，如果有什么真的错得离

谱，那么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喊出‘灭
火’，一切立即熄灭，不需要事先请

示。在我参与拍摄的五年中，这只

发生过一次，而且是在设置火势级

别的过程中，而不是在实际拍摄

中。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非

常重视安全。”

在每个新布景开拍开始之前，

工作人员会清空场地并将其转交给

特效协调员约翰 ·米利亚克（John
Milinac）及其团队，他们会检查每

根通火管道，软管和连接部分以确

保没有渗漏并且一切安全。根据不

同镜头中使用的管道数量，一般需

要30分钟到1小时才能检查完毕。“例
如，在多层架构布景的第二层所搭

建的走廊场景约6英尺宽，40英尺

长，”克罗瑟斯指出。“每根通火管道

大约4英尺长，并且按照特定间隔沿

着场景进行布置。如果需要大规模

燃烧，我们可能会在走廊两侧各设

置一条30英尺的燃油管，放置在布

景底板里的缝隙中。”

所有需要进入燃烧场景的剧组

人员都要穿防护服——无论是适用

于大型火灾的全套消防员装备，还

是适用于小型火灾的更灵活轻便的

套装。因此，除了扮演被困在火中

的受害者的演员外，其他演员和工

作人员都穿得像消防员。“受害者都

是由特技演员扮演，”克罗瑟斯解释

说。“他们会涂上一层‘防火液’（burn
jelly，一种保护性阻燃凝胶），但他

们仍然是最脆弱，最容易被灼伤

的，而且是我们真正必须小心注意

着的。当火焰升起的时候，温度可

能在几秒内上升超过100度。我们要

确保没有明火太靠近特技演员。”

克罗瑟斯在燃烧舞台一天的工

作始于与米利亚克一起巡逻。摄影

指导分享道：“我会在一天开始时拿

到一张图表，告诉我通火管道的位

置和每一根上的标记号码，然后我

们一次只能去一根管道设定等级

——这里多来点火，那里少来点。

当设定火势等级时，我们会对每根

管道单独设置，打开一根管道，目

测它的火势等级，然后关闭它，移

动到下一个。我们会非常仔细地讨

论每个管道周围会出现的情况。演

员会在哪里？剧组人员会在哪里？

特技演员会在哪里？我们会讨论任

何可能离窗户太近的火焰，因为过

高的热量会导致玻璃炸裂。”

“然后我们需要立即测试（所有

的管道），这涉及到很多复杂的物

理知识，”他继续说道。“如果多个管

道之间的距离很近，它们就会争夺

同一片氧气，最后任何一个管道输

出的火焰都可能比在它单独输出火

焰时小得多。并且，如果一罐丙烷

被输入到多个管道，那么由于气体

被分散了，所有管道输出的火焰都

可能变小。”

“还有天花板上的火，我们亲切

地称之为‘大脑之火（brain fire）’，”

顶图：演员在燃烧舞台上工作。 上图：克罗瑟斯在等待拍摄一个镜头。

            小技巧

“白烟的好处之一就是我可

以用它在场景中创建一些色彩对

比。”克罗瑟斯说。“伴随着周围

的热焰，如果我用日光型光源在背

面照亮烟雾，我可以让它稍微蓝一

些，并且让它与温暖的火焰形成鲜

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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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瑟斯补充道。“这是在燃烧集中

在天花板上的丙烷。由于它哪儿也去

不了，最终只能以一种美丽的滚动模

式沿着天花板爬行。但是，由于其他

火焰柱会影响氧气流动的情况，大脑

之火可能有点不可预测。来自墙壁的

热量可能会推动周围的空气，突然之

间那缓慢移动的大脑之火会瞬间就爬

满了整个场景，并成为安全隐患。”

“经过几年这样拍摄的经验，我

们已经习惯了这些变数，”摄影指导

坦言。“我们知道如果有一场墙上大

火需要多根管道，那么距离摄影机最

近的管道应该更亮更热，而后面管道

的火势应该被设置得低一些，以避免

夺取太多氧气或燃料。不过，没有任

何公式。我们必须打开所有的东西，

看看它呈现得如何，并据此进行调整

——它仍然可能是不可预测的。”

“在我们为一个片段设定了所有

的火势等级之后，我们才讨论每个镜

头，哪些是我们需要的，哪些是可以

舍弃的，”克罗瑟斯继续说道。“在这

个段落里，整个房间都可能被火充

满，但对于某个镜头，我们可能看不

到身后的墙壁。有时候我仍会让摄影

机背后的火焰燃烧起来，因为它会出

现在角色面罩上的倒影里，或者它会

为我提供房间中正确的基础光线或色

调，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熄灭相机

后面的火焰，并用Maxi-Brute灯来弥

补失去的火光。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降

低环境温度并保持安全，但没什么比

真实的火焰看起来更棒。”

除了逐步设置火势等级之外，克

罗瑟斯还会再走一遍设置烟雾等级。

“直到我们真正开始拍摄，否则我们

看不到所有元素的融合，”他说。“我
们不会用火进行彩排；我们在没有火

的情况下干练。我开玩笑说，在燃烧

舞台上拍摄就像拍摄电影：直到你开

拍了，你才能看到你到底拍出了什么

画面。”

制片厂批准我们在拍摄时使用标

准的乙二醇烟雾机来制造火灾场景中

的烟雾。“多年来，我们尝试过一些

不同的烟雾混合物，”克罗瑟斯指

出，“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坚持使用

经过验证的雾化器。这主要是因为它

们可行，而且在拍摄时测试新工具会

承担太大的风险。你不能在其他地方

再建一个燃烧舞台以测试新工具。

它必须在瞬间的灼热的条件下正常工

作产生效果，如果它出现问题，那可

能会损失半小时或更长的拍摄时间。

这太奢侈了，我们无法负担。“

烟雾机使用加热过的高压喷嘴将

乙二醇微粒喷入空气中，以此形成烟

雾。然而，火焰的热度几乎会立即蒸

发掉这些颗粒，导致雾气消失。“我
们总是不得不制造过量烟雾才能得到

想要的画面，”克罗瑟斯说。“有时候

有新导演加入，当我们为一个镜头在

布景里制造烟雾时，他们会大喊：

‘太多了！’，因为他们什么都看不见

了。但是我们会大喊“再来点！”，因

为我们知道一旦火燃烧起来，大部分

烟雾会立即消失。“

为了在拍摄过程中同时兼顾烟雾

和火焰的亮度，克罗瑟斯必须采用极

高的布光亮度。“如果我要为一个城

市日景在影棚内布光，我通常会使用

剧组人员总是
穿着防护服在
燃烧舞台上拍
摄。“出于显
而易见的原
因，我们非常
重视安全。”
克罗瑟斯说
道。

            档案回溯
                迈克尔·塞洛蒙，ASC
         拍摄《回火》

“面对火光时你很容易受其迷

惑，考虑将它当做主光源的可能

性。但是你只会拍到白色的火焰，

而不是更暖的色调，”摄影指导迈克

尔·塞洛蒙（Mikael Salomon,ASC）对

《美国电影摄影师》杂志说（1991
年5月刊）。“我们用HMI和调成日光

白平衡的灯具打出了亮度很高的环

境光。”

塞洛蒙说，如果环境光不够

亮，演员在火光面前就只剩下了轮

廓，而且为了让火焰的颜色恰到好

处，还不得不拉低亮度，这样的话

演员就更暗了。“有两场大火是在日

光下的”他说。“在真实世界里，你能

看到面部细节。因为后面有明亮的

火光，人物不会变成黑色的轮廓。”

大火冒出屋顶的那场戏的场景

是在一个停车场搭建的，在那里塞

洛蒙用很厚的柔光布来制造强烈的

炙热感。他还洒水弄湿屋顶场地的

焦油纸，制造一种沥青正在熔化的

感觉，并且还有反射火焰的附加效

果。

“大多数人都会认为火是红色

的，但是他们其实是白色和黄色

的，”摄影指导说。“使用日光型胶片

很有帮助，因为火光的颜色会更

暖，当火光和厚的柔光布叠加在一

起，观众就能看到火焰的黄色色

调。”

            小技巧

为了最大限度地呈现火焰的颜

色，克罗瑟斯最常将相机的白平衡

设置为4,300K进行拍摄。“我认为

5,600K使得火焰看起来太橙，而

3200K又太白，”他指出。“我觉得

3,800K到4,300K之间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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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18K HMI灯，而且我们通常会将

背景亮度打到f64或f90来穿透烟雾并

与光焰的亮度相匹配，“他解释说。

“当布景中没有烟雾时，背景处的亮

度可能能读到f64，不过一旦加入了

适量烟雾，背景处点测光的光圈值

可能只会显示f8。摄影机和背景之间

的距离越远，那么其间的烟雾就越

多——背景的读数也就越暗。一旦

一场戏里集齐了所有元素，那么同

样是f64的亮度但数值读取可能只有

f2.8。

“在最近的一集中，我们在燃烧

舞台上使用了有史以来最多的灯

光，”克罗瑟斯补充道。“这个场景中

有很多窗户，所以我用了十几个5K
Skypan灯，四个 18K灯，六个Arri
M90灯，六个M40灯，并且设置了各

种各样的小灯以获得背景处一些基

本的亮度。当我们走出火区时，我

们都必须戴上太阳镜——这就像亚

利桑那州的夏日。但在充满火焰和

烟雾的布景中，你几乎看不到窗外

有什么东西！“

克罗瑟斯使用Arri的Alexa Clas-
sic摄影机拍摄，并将 ISO设置成8
00。对于有火焰戏的段落，为了保

持火焰中良好的色彩再现和质感，

他通常将光圈值设在T8到T11之间进

行拍摄。“如果你设置成T4或者T5.
6，你最终会失去火焰戏中的细节和

颜色，”他指出，“所以通常我在燃烧

舞台拍摄时最多设置成T8，有时取

决于火焰的大小和范围，我会调小

光圈值，但不会超过T16。当光圈被

调小时，就真的非常需要一个Maxi-
Brute来补充画面需要的真实火焰的

亮度了。我们将Maxi Brute灯连接到

调光台，并使用预先编程的追逐序

列来模拟火焰的闪烁。我通常在每

个Maxi灯头上加上全档和½CTS以匹

配火焰的颜色。

“在燃烧舞台上工作总是非常艰

巨并具挑战性的，”克罗瑟斯总结

说，“但我们可以通过真正的火焰来

获得具动态感且震撼的镜头，这也

成倍地放大了这场戏的戏剧性。”

深度聚焦
眼神光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眼睛是我们关注最多的演员表演

的部位，是最能够体现一个角色灵魂

的地方。所以正确地表现演员的眼睛

是至关重要的，而所谓正确地表现，

其重中之重就是眼神光，有时候也被

叫做“catch light”，因为外部的光线会

被反射在眼球的曲面上。

一个快速的题外话，眼神光不应

该和划过演员眼睛的光束相混淆，这

是一种曾经流行的过时技术，用以加

强演员的情绪。它被欧文 ·罗兹曼

（Owen Roizman, ASC）精彩地借用

在巴里·索南菲尔德（Barry Sonnen-
feld）1991年的电影《亚当斯一家》

中。在影片中的好几个场景，安杰丽

卡·休斯顿扮演的莫蒂西亚·亚当斯

（Morticia Addam-
s）踏入被精心塑

形的一束正好斜射

在她眼睛的光中。

我们所说的眼

神光是像镜子一般

反射在眼睛中光

线。一个没有眼神

光的角色可以说是

黯淡、没有生机、

可怕——甚至是死

的。眼睛中那闪亮

的光斑带给角色生

命感并且会帮助观

众进入他的表演。

获得正确的眼

神光本身就是一种

艺术。很多摄影师

只是简单地用一盏

低瓦数的灯，就放

在镜头上面。这对

于摄影机来说是拍

到眼睛里反光的最

好角度。这个灯可

以是150瓦的菲涅

尔或者6英尺的荧

光灯管，又或者一

个加了柔光并且减

暗了的小LED。目

的是尽量不要给面

部增加光线，但又

要足以在眼睛里反射出来的灯光。

正如在电影传奇中不得不提到

的，眼神光要追溯到1944年卢西恩·
巴拉德（Lucien Ballard, ASC）拍摄

的电影《房客》，演员正是他后

来的妻子梅尔·奥勃朗（Merle Ober-
on），奥勃朗以前经历过一场车

祸，脸上留下了一道小小的疤。巴

拉德通过放在摄影机正上方的一盏

后来被称为“Obie”的小灯淡化隐藏了

这个伤疤。这盏小灯很靠近方向轴

线，带来的令人惊喜的副作用就在

奥勃朗的眼中创造出来的高光。很

多摄影指导仍然会借鉴，在摄影机

眼
神

光
图

片
由

Ja
y

H
o
lb

e
n
提

供
。

            小技巧

眼睛是非常好的反光体，从演

员眼睛的反光中可以看到光源是怎

么放置的，这是解析影片布光的一

个好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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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放盏灯。

不同种类的灯光，以及它们的

形状和尺寸都会影响在眼里的反

射。在九十年代拍摄MV时有一种趋

势，就是用特定形状的灯固定在摄

影机镜头周围来创造眼神光。由大

卫 ·芬奇执导，帕斯卡尔 ·勒贝格

(Pascal Lebègue, AFC)担任摄影指导

的麦当娜的歌曲Vogue的MV（ 19
90），就以更加传统的环形灯的使

用而著名。

回想我做灯光师的日子，我为

导演兼摄影指导的约瑟夫 ·凯恩

（Joseph Kahn）的几个MV布光，在

4*4英尺的泡沫板中间挖一个洞让镜

头穿过。然后我们会在镜头上下方

各绑四到六根4英尺的荧光灯管，来

创造柔和有效的面光，并且会产生

有趣的线状眼神光。Brandy&Monica
的歌曲《The Boy Is Mine》MV中，

这种环形灯的衍生品是大多数镜头

的唯一光源。

但是，在一些特殊条件下设置

眼神光比直接在镜头附近放一盏灯

困难得多。谈到电影《I型起源》

中，年轻的科学家伊恩（迈克尔·彼
特饰）专攻关于眼睛虹膜进化的

研究，摄影指导马库斯 ·弗德勒

（Markus Förderer, BVK）告诉杂志

记者（2014年9月刊）：“我对眼神光

着了迷。”

“我拍摄了很多测试片段，”他继

续说：“我用我的Ipad打出各种不同

形状的光，点状或者其他的形状。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光源放在离演员

面部很近的地方来获得眼睛里的反

射，而不仅仅是一个光点或者方形

的反光板的影像。”

“眼睛在拥有不同形状的眼神光

时，呈现出的各种效果着实令人惊

奇，”弗德勒补充道：“如果你的眼中

有一块非常大的反光，你实际上很

难看清虹膜的纹理和细节；但如果

完全没有反光，双眼则看起来毫无

生机。我发现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

塑造一个不规则的、带点圆形的反

光，边缘柔和但是又不对称。如果

我们将一个反光板重新塑形变得圆

一些，然后边缘的地方用黑色胶带

贴上做处理，那么眼神中就会产生

活力，同时观众在感官上又会忽视

掉这个高光。”

弗德勒还努力去寻找放置眼神

光的最佳角度，最终决定尽量放在

轴线的另一边却又不损失高光的位

置。“你会希望这个灯尽可能远，这

样就不会照在演员的脸上，但是仍

然靠近方向轴线这样你才能得到反

光，”他解释道：“我觉得总是偏一点

比较好看，不要在正中间，并且要

比视线略高。”

在某些情况下，他补充道，选

择不使用眼神光也很重要。“当我们

想让某个人的眼睛看上去不一样

时，我们会在偏轴的地方加上有形

状的眼神光源。否则，我会刻意不

要眼神光。”摄影指导以片中伊恩和

苏菲（阿斯特丽德·伯格斯·弗瑞斯贝

饰）吃晚饭的场景为例，在这里弗

德勒用了“一盏M18单独从窗外透过

柔光布打进来，我们把柔光布周围

的角用胶布遮圆了，但不是那种标

准的圆形。这同时作为她的主光和

眼神光，在她眼中投射出好看的亮

点。这盏灯还同时为迈克尔塑造出

很好的轮廓光，同时我还确保他没

有任何的眼神光，这使得苏菲看起

来比他更加得特别与‘鲜活’。当我们

拍摄苏菲的特写时，我用了一个小

尺寸的银色反光物，用胶带缠成类

似的形状来创造她的眼神光。”

由于影片关注到虹膜的图案，

所以有很多对演员双眼的微距镜

头，剧组用佳能EF 100mm微距镜头

进行拍摄。弗德勒解释道，前期准

备时“我们在（导演迈克·卡希尔）纽

约的公寓里做了早期的测试，拍摄

我们自己的眼睛来决定要怎么为这

些微距镜头布光。因为眼睛就像镜

子一样，能看见所有光源包括摄影

机的反射。我们拿了一个黑色的垃

圾桶，装上了LED的灯然后在里面凿

了一个洞，然后我们钻进垃圾桶里

透过这个洞进行拍摄。效果很棒，

避免了一切反光，所以我们为拍摄

制作了一个更大的版本：一个20*20
英尺的黑盒子，远处加上一盏强力

的M18 HMI，一切影像皆在控制之

中。”

            小技巧

把小型的节日彩灯缠绕一下或

者简单地用绳子将灯在镜头外面捆

成一圈，又或者用数根荧光灯管排

成几何形状——三角形、五角形、

轮辐形等等。这些都是环状灯的变

种。

勘误

在六月刊文章《英雄结盟》中

错误的提到Shed公司提供每日样片

服务。正确应为Pinewood Digital

为《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和其

续集提供每日样片服务，相关文章

将在杂志2019年5月刊刊登。

特此致歉。

影片《I型起源》中，伊恩（迈克尔·彼特饰）被眼睛的广告牌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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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小而大
                 阿隆·亨特（Aaron Hunt）

雨水拍打着一位老人的伞面，也淋湿了一旁的墓碑。

他失去了爱人，或是孩子？我们不得而知。无论如何，这

位先生独自应对着唯有电视和书籍作伴的日子，悲痛的灵

魂却不得释放。但很快，用车库里的废弃料和普通砂砾，

这个孤独的男人把一个机器男孩从工作台带入了生活。

“爸爸！”机器男孩一醒来就这样喊着它的创造者。短片

《爸爸》就讲述了这个悲伤又治愈的细腻故事。

很快，爸爸的生活似乎越来越好了。透过窗帘，温暖

的灯光充满了他的家，与在暗淡岁月里将其浸透的蓝光形

成鲜明对比。机器男孩曾经一度为他带来了目标和快乐。

逐渐长大的小机器人渴望涉足外面的世界，让爸爸意识到

自己无法一直将他的作品留在身边。

这部一个演员，一个人偶的短片由罗根 ·施耐德

(Logan Schneider)拍摄，他因《醉酒史》第五季和纪录片

《代码女孩》而闻名。尽管《爸爸》只是一个小小的温馨

故事，但是谈及摄影指导拍摄用到的器材时，你可能得往

大一点的方面想。这部作品是使用Arri的Alexa LF搭配LPL
卡口的Signature Prime镜头拍摄的——这是该公司新推出

的以比全画幅更大的36.70x25.54mm传感器为特色的大画

幅摄影机系统。

尽管《爸爸》可以作为展示新系统功能的合适样片，

但这部作品并不是为了达到这个目而拍摄的。施耐德保

证，早在他们接触到LF套机之前，使用更大的画幅就一

直是他和编剧兼导演道格拉斯·派翠（Douglas Petrie）计

划里的一部分。两位电影人通过《爸爸》的制片詹妮娜·
加万卡（Janina Gavankar）介绍相识，事实上他们一直在

考虑用变宽镜头拍摄。该片的机器人偶在位于加利福尼

亚州伯班克的Thingergy工厂完成，弗兰克·兰利（Frank
Langley，《T.A.反恐战队》）被聘请为木偶师。并且在

当ASC协会会员兼Arri战略业务开发和技术营销副总

裁 史蒂芬·乌卡斯·布拉德利（Stephan Ukas-Bradley）同意

提供一台LF系统的样机进行拍摄的时候，克兰西·布朗

（Clancy Brown）就已被确定为短片的男主角。

“当我在为《爸爸》做前期筹备时，我设计了三种视

觉单元，”施耐德说。“分别是为了构图，颜色和亮度对

比。”对于构图单元，施耐德的目的是将爸爸从环境中分

离出来，以表现他在失落和幽居时的内心挣扎。LF系统

能够在2.39：1的传感模式下拍摄4.5K的ArriRaw素材，记

录在Codex SXR Capture Drive上。这种更大的宽高比让施

耐德可以在更宽的构图中“缩小”其主角。他还把爸爸放

在门框和窗框后面以凸显情绪，同时大传感器的浅景深

则进一步加强了效果。此外，施耐德指出：“这比你用

小画幅景深突出主体的效果好多了，特别是在全景镜

头里。我们总是尽可能地将光圈全开，如果加1.2 ND
太暗的话，那我通常至少也会加一个0.6的ND，所以这并

不是因为灯不够。我们希望能够用大光圈强调那种分离

感。“

Signature Prime镜头帮助施耐德获得了他想要的光圈

全开的感觉，即使在光圈被调小景深有所增加的情况

下，镜头的弧形光圈叶片也能确保这种理想的效果。“对

I
在短片《爸爸》中，一个孤独的男人（Clancy Brown饰）将一个机器男孩带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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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多数镜头而言，光圈全开和5.6
时，其对比度和边缘清晰度等会有

实质性（的差异），”施耐德指出。

“但Signature Prime异常地统一，这

有助于我们维持这种光圈全开的感

觉。”

不过，当用光圈全开到T1.8的大

画幅定焦镜头来拍摄特写时，施耐德

反馈称有时会“完全虚焦”。因此对于

特写镜头，特别是插入镜头，需要调

到T4或T5.6。经验丰富的跟焦员瓦伦

丁·马弗尔(Valentine Marvel)，即使在

对着13英寸的Small HD 1303显示屏

时，也要严格地做上标记。“我们必

须意识到景深带来的挑战。”摄影指

导说。

精准的摄影机运动是施耐德构图

单元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当爸爸悲伤

时，摄影机就拉远拍摄他，但随着机

器男孩进入他的生活，镜头就开始推

近，并开始用侧拍镜头和过肩镜头来

帮助建立这两个角色的关系。为了实

现这些精确的移动，施耐德将Cinema
Hardware还未上市的滑轨的和查普曼

的Super PeeWee III Plus移动摄影车组

装在一起。虽然摄影车能拍出施耐德

和派翠所追求的轨道上移动的感觉，

但选择滑轨主要是考虑到拍摄速度，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铺设过轨道，也没

有手持拍摄过。

两天拍摄30个场景，速度是重中

之重。为了达到施奈德对色彩和对比

度的要求，每个场景都需要完全重新

布光，即使有时不同的场景就在同

一个地方拍摄。“一支优秀的团队

使这成为可能，”施耐德表明。“我
非常幸运，灯光师瑞恩·法兰奇(Ryan
French)和机械师鲁迪·科瓦鲁比亚斯

(Rudy Covarrubias)都有档期，《醉酒

史》就是我们一起合作的。”施耐德

的色彩设定是根据爸爸的情绪状态从

冷蓝转变为暖橙色的阳光。开始他孤

独一人时是蓝色调的，然后逐渐进入

钨丝灯产生的色调。“当他第一次萌

生制作一个机器男孩的想法时，我想

要在那个早晨让橙色的光扫过墙面来

作为提示。”摄影指导解释说。“（机

器人）甚至还没有与他互动，但已经

开始出现在他的世界里。”随着爸爸

让机器男孩进入他的生活，那温暖

的灯光直接打在他身上，开始成为主

调。

施耐德有充足的灯光设备来实现

对于色彩和对比度的预想。“所有想

要用的设备我都有，”他兴奋地说。

对于穿过窗户的偏冷色调光线，施耐

德和法兰奇将一盏Arrimax 18K和数

盏M90、M40的光打到镜子中以获得

看起来自然的阳光。Arri的SkyPanel
S360-C和S60-C被用于起居室和车库

场景。施耐德指出，卧室里的月光氛

围是由设置成5,600K的SkyPanel和“从

未令人失望的ETC Source Four成像

灯加上1/2CTB和Steel Green色纸的光

线”一起打造的。

为了渲染出更温暖的色调，剧组

用镜子反射了未经校正的钨丝灯，

Arri Studio T12灯和Mole-Richardson
5K PAR灯的光线。当施耐德希望冷

暖调相抗衡时，他会使用不同档的

CTO。他觉得这种方法打出的光线

摄影指导罗根·施
耐德为了拍摄一个
布朗的高角度过肩
镜头，在查普曼
Leonard super
PeeWee III Plus
移动摄影车上用两
个支架架起一台
Arri Alexa LF摄
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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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在HMI灯上加暖色纸更清透，更自

然。

施耐德以高对比度开片，经常

将爸爸的剪影与大门，窗户或床边

的实景光源形成对比。影片前段也

比后段暗淡。随着机器人进入爸爸

的生活，施耐德通过增强环境光来

降低对比度，从而使画面整体变

亮。在机器男孩在起居室试穿新鞋

的场景里，《爸爸》最终达到了施

耐德所说的“自然，柔和的极致”。施

耐德使用两盏SkyPanel 360打在蝴蝶

布上来实现他所说的“高效，清透，

柔和的光线”，并在不同布景之间进

行调整。“当机器男孩离开家时，对

比度变高，但亮度不变。”

Signature Prime镜头出乎意料地

适用于这种变化的对比度。“它们不

是特别锐利的镜头，但却可以应付

高对比度的情况，”施耐德说。“我不

知道Arri是怎么做到的。”拍摄时没

有使用柔光滤镜，因为他觉得没必

要篡改Signature Prime镜头的固有属

性。施耐德表示，为了保持“对演员

和故事身临其境的感觉”，他倾向于

使用35mm和47mm的焦段。施耐德

指出，他的追求的不仅仅是自然

感，而是一种在片场，在摄影机中

直接呈现的样子，而不是依赖调

色。“我在片场试图让一切越简单越

好，就像拍摄电影胶片，设置打印

机灯光，然后就这么拍，”他说。

由于在片场没有时间对色彩进

行校正，施耐德使用Arri Classic 709
LUT并通过SmallHD 702 OLED监

看，他认为这种组合能够可靠地呈

现摄影机捕捉到的内容。施耐德和

洛杉矶Neon Diesel Finishing公司的调

色师亚伦 ·皮克 (Aaron Peak)使用

Blackmagic Design DaVinci Resolve和
一个Barco 4K投影仪使调色尽可能精

简，并且忠实于片场拍到的内容。

为了在《爸爸》的三个视觉单

元中保持这种简单和自然主义，施

耐德需要大型器材。虽然影片完全

是实景拍摄的——也就是在导演的

家里——但却没有用到一丝自然

光：他们通常会在室外安装大型灯

具来模拟日光，月光和周围的天窗

透入的光线。“因为每个场景都是整

个故事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必须控

制每一个镜头，这是用自然光做不

到的事。”摄影指导说。“我已经拍

摄了很多纪录片和偏向纪录性质的

广告，我喜欢使用自然光拍摄，但

自然光不适合这个故事。光线必须

配合情感，以便在很短的时间支撑

起大量信息。“

Arri SkyPanel将周
围的“日光”透进实
景地窗户以打造日内

景的效果。





恶棍肖像

布拉德福德·杨（Bradford Young, ASC）与合作
团队一同献上《游侠索罗：星球大战外传》，

描绘这位星际法外之徒的早年经历

诺亚·卡德纳（Noah Kadn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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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球大战》的英雄史诗从不

避讳在时间线上来回跳跃。

系列创造者乔治 ·卢卡斯

（George Lucas）就把前传系列设定

在《星球大战》正传故事之前的几十

年，现在的“续集三部曲”故事——包

括去年的《最后的绝地武士》（18年
2月刊）则都发生在原有的两个三部

曲之后。与此同时，2016年单独的

《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17年
2月刊）的故事却又设定在1977年的

第一部《星球大战》，即《新希望》

（77年7月刊）之前的时期。故事但

凡涉及到“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

银河系……”，尤达大师可能会这么

说：运动着，过去总是如此。

在《游侠索罗：星球大战外传》

中，观众们会再次沿着时间线回溯，

目睹汉·索罗的成长历程。这个角色

在星战正传三部曲中由哈里森·福特

出演，是系列中最受观众喜爱的星际

走私犯。《游侠索罗》挖掘并结合了

西部题材和劫案电影，呈现了少年索

罗（现在由阿尔登·埃伦瑞奇饰）与

熟悉的角色伍基族丘巴卡（乔纳斯·
索塔莫饰）、蓝道·卡利森（唐纳德·
格洛沃饰）以及新角色绮拉（艾米莉

亚·克拉克饰）、托拜厄斯·贝克特

（伍迪·哈里森饰）、德赖登·沃斯

（保罗·贝坦尼饰）和L3-37（菲比·沃
勒-布里奇饰）之间的故事。

为《游侠索罗》掌镜的是摄影指

导布拉德福德·杨（Bradford Young,
ASC），他曾担任摄影指导的电影长

片有：《无所适从》(12年11月刊)、

《乔治的母亲》（13年4月刊)、《他

们非圣人》（13年9月刊）、《塞尔

玛》（15年2月刊）和《降临》(16年
12月刊）。在进组之前，他承认说，

“星球大战系列不在我的目标范围

内。事实上，如果不是我经纪人给我

打电话，跟我说卢卡斯影业有兴趣和

我见面聊聊，我都没注意过他们正在

制作这一系列的番外电影。和制片人

赛门·伊曼纽尔（Simon Emanuel）和

艾莉森·希阿墨（Allison Shearmur）见

完面后我就完全投身到制作中去了。

艾莉森是很大的原因，因为我喜欢她

的想法，尊重她的作品。可以这么

说，正是因为她，我才暂时消解了所

有对大制片厂电影的成见。”

今年一月份，希阿墨去世了，临

终前她还未能见到即将完成的《游侠

索罗》。“她永远离开了我们，这是

我们的巨大损失。”杨说。

和两位联合导演菲尔·罗德（Phil
Lord）、克里斯托弗·米勒（Christo-
pher Miller）正式开始筹备工作后，

前页：在沙漠行星塔图因邂逅那位干瘦的老绝地武士和大眼睛农场男孩的多年以前，年轻的飞行员汉·
索罗（阿尔登·埃伦瑞奇饰）过着亡命徒的生活。这段经历呈现于电影长片《游侠索罗：星球大战外
传》中。本页：顶图：蓝道·卡利森（唐纳德·格洛沃饰，中间）又赢了一局萨巴卡牌游戏。上图：摄
影指导布拉德福德·杨（Bradford Young, ASC，左）和导演朗·霍华德（Ron Howard）讨论萨林
星上的一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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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指导原本的担忧得到了进一步缓

解。“我们首先做的事情是观看了许

多参考影片，其中的《麦凯比与米勒

夫人》着实让我印象深刻，摄影指导

是维尔莫斯·齐格蒙德（Vilmos Zsig-
mond, ASC, HSC）”杨回忆道。“我这

么想，‘《游侠索罗》会是一部发生

在另一时空的西部片，其中混杂着暗

光摄影、黑色喜剧以及细腻的戏剧冲

突。 ’反正他们一把参考影片给我

看，我就知道，‘没问题，我擅长这

些。’”

杨进而开始测试各种摄影机和拍

摄格式，想找出拍摄《游侠索罗》故

事的最佳配置。“星球大战系列电影

依然有着一种独立电影的精神，而且

制片高层对用什么摄影机拍摄没做出

任何决定，”他说。“所以我测试了

Arri的Alexa XT和Alexa 65，也测试

35mm胶片和65mm胶片。我唯二没有

测试的是16mm和Super 8格式，因为

没时间去试！”

“一旦明白了故事应该拍成什么

样，我就做了决定：它应该是一部以

大画幅拍摄的数字电影，摄制中以

Alexa 65摄影机为主，一些其它Super
35格式的数字摄影机为辅，”他继续

说。“我们知道Alexa 65在某些情况下

会受到限制而不适用，因此就准备了

几台Alexa Mini和Alexa SXT，我们还

有一台Vision Research的Phantom摄影

机，是为高速摄影准备的。”

当要选择搭配摄影机的镜头时，

杨执意用球面镜头，而不是变形镜

头，后者是近来《星球大战》系列摄

制中主要使用的。“我个人不是非常

偏好变形镜头，”他坦白道。“我更喜

欢球面镜头。我觉得它更适合刻画人

物，拍摄人脸时也显得更加真实。对

我来说，这个故事表现的是奔波逃命

中的年轻恋人，用变形镜头拍的话会

感觉太客观，缺乏人情味。用Alexa
65拍摄，再把画面裁切成2.40:1的宽

高比，能让摄影机与被摄人物距离更

近，距离可以缩到6到10英寸之间。”

《游侠索罗》摄制中主要用到的

镜头是Arri的Prime DNA系列镜头，

Arri Rental（租赁部门）不断对这套

镜头进行改造，力图满足摄影指导的

需求。“我们也很乐意让这套镜头的

个性加入到这部影片中来，”杨说。

“《游侠索罗》是第一部主要运用Arri
镜头拍摄的星球大战电影，这非常有

趣、新颖，也令人激动，因为Arri
Rental对于与我们的合作表现得十分

坚定。”

“我们对镜头进行了不少改装，”
他接着说。“改装大体上可以分为两

右图：为了拍摄埃
伦瑞奇控制陆地飞
艇的镜头，摄影机
放在真正的陆地飞
艇上面。加速器
的轮子会在后期去
掉。

下图：逃离家乡科
雷利亚星之后，汉
又放弃了他在帝国
军队中的职位，加
入托拜厄斯·贝克
特及其唯利是图的
偷盗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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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层次，每种层次中又有十个等级，

从细微改装到深度改装。那时我们已

经改装了一颗45mm T2.3镜头，这颗

镜头也是我们拍摄中常用的，它的改

装处于第二种层次的四到五等级之

间。它在对焦时，聚焦和虚焦的转变

呈现为一条非常极端的曲线；8英尺

处和2英尺处的物件可以同时对上

焦，两者中间则会有许多有趣的视觉

畸变。”

除了Prime DNA镜头之外，摄影

指导又补充说，“我们还时不时用

Camtec的Falcon Full Frame镜头搭配

Alexa 65拍摄，用Alexa Mini的时候则

会用到Arri/Zeiss的Super Speed镜头。”

Arri Rental的英国分部为摄制提

供了全套摄影机和灯光设备，摄制的

进行地是在伦敦郊外的松林制片厂。

杨的团队中，有部分成员是近期星球

大战系列电影摄制中的老成员——有

A摄影机第一摄助杰克·马库森（Jake
Marcuson）、首席灯光师佩里·埃文斯

（Perry Evans）、器械总监加里·希姆

斯（Gary Hymns）和第二组摄影组摄

影指导蒂姆·伍斯特（Tim Wooster）。

“我最好的朋友杰夫·金（Jeff Kim）是

小分组摄影指导，”杨补充说，“如果

没有他，我们可能会拍不出预想效

果。他在各个层面上都给予我们帮

助。”

***

《游侠索罗》的主体摄制开始于

2017年一月，一直持续到十月中旬。

根据卢卡斯影业的官方声明，“创作

分歧”致使罗德和米勒两位导演在六

月中旬退出了影片摄制，导致整个制

作周期异常得长。六月二十二日，官

方发布声明，经验丰富的导演朗·霍
华德（Ron Howard）将接手本片导演

的职务。

霍华德与卢卡斯影业有着历史渊

源——一方面作为演员，他与哈里

森·福特一同在乔治·卢卡斯早期的电

影长片《美国风情画》中出演；一方

面作为导演，他执导过卢卡斯制片的

《风云际会》（88年7月刊）。“那时

看着乔治与视觉顾问哈斯克尔·韦克

斯勒（Haskell Wexler, ASC）一同打造

充满野心、具有美学挑战的《美国风

情画》，真是令人陶醉，”霍华德回

忆道。“我觉得他们对细节的注重提

高了一般人对摇滚汽车电影的期待。

后来，做《风云际会》的时候，感觉

就像从联合视觉特效总监丹尼斯·穆
伦（Dennis Muren, ASC）及其团队那

儿获得了博士学位。”

“我和乔治关系一直不错，但我

从没想过能成为《星球大战》大家庭

的一员，”霍华德补充说。“然后有一

天，机会就呈现在我面前，我加入并

成为这个令我一见倾心的故事的一部

分。”

“在那样的时机进组，前方还有

大量工作在等待我们。尽管如此，我

认为让那些已经为这次摄制贡献良

多，并且熟知故事的部门主管和艺术

家们继续手头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导演继续说。“我和布拉德福德进行

了几次长时间谈话，工作对他们来说

很轻松，因为他们非常有创造力，也

很有建设性。布拉德福德很棒，虽然

我之前没有见过他本人，但是我欣赏

过他的作品。我喜欢他的想法、处理

作品的方式以及早已构建的美感。”

这种美感，有一部分是通过一个

对摄制整体适用的LUT呈现的。杨和

每日样片调色师达伦·雷伊（Darren
Rae）和数字中间片调色师乔·高勒

（Joe Gawler)一起制作了这个LUT。
“测试阶段，我每天都和达伦呆在每

日样片放映室，”杨回忆说。“数字拍

摄的美妙之处，就在于拍摄期间在现

场基本可以做到所见即所得。达伦会

给我一些意见，例如他会在我原有想

顶图，从左至右：瓦尔（谭蒂·纽顿饰）、贝克特（伍迪·哈里森饰）和汉密谋从帝国货运卡车中偷窃
科亚烯物质。上图：汉和丘巴卡（乔纳斯·索塔莫饰）合作将目标车厢与其余火车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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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基础上把某场戏调暖一些。我也

会听取他的意见，因为他、乔和我在

前期筹备的时候已经理清了所有事

情，以确保我们在配色方案、色彩和

意图上意见一致。”

“在最初几周后，我偏向于摆脱

每日样片，转而专注在拍摄现场所看

到的，”摄影指导接着说。“能看到正

在拍的东西是好的，但对我来说那也

可能成为一种雪球效应，我会开始质

疑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朗也有同感；

他说数字拍摄让他不再需要在每天拍

摄结束后再花好几个小时去检查每日

样片。”

***

《游侠索罗》的开场发生在汉的

家乡，科雷利亚星，我们能在开场中

瞥见这颗星球上破旧的街道。在一场

发生较早的动作戏中，索罗和绮拉驾

驶着改装的陆地飞艇沿着雨巷飞奔，

躲避着黑帮大佬摩洛克（哈利·杜斯

特饰）的追杀。剧组在英国南安普敦

湾西边废弃的Fawley发电站的外景拍

摄了这场戏中充满惊险特技的片段，

而特写镜头则是回到松林的摄影棚中

拍摄的。

“令人惊讶的是，追逐片段的很

多个镜头中，汉和摩洛克的陆地飞艇

都是实拍的，”视觉特效总监罗伯·布
雷多（Rob Bredow）说。写此文时，

他刚刚被任命为工业光魔的高级副总

裁、执行创意总监和负责人，在此之

前，他是卢卡斯影业的CTO。“简单

的镜头处理起来是这样的，我们只要

把实拍特技车辆的轮子抹掉，再用特

效把背景延伸一些就好了。在拍摄日

程还很早的时候，我就和特技团队、

第二摄影组导演一起在跑道上测试了

这些重达几吨，马力550匹的实拍特

技车。根据摄影机的要求不同，第二

摄影组分别用Alexa Mini和Alexa 65拍
摄了一些难以置信的实拍特技。这场

戏看起来非常真实，因为所有惊险的

特技都是实拍——然后还加上了巨量

的数字特效增强。”

“主要摄影组在摄影棚内的蓝幕

前进行拍摄，”杨说。杨非常小心地

处理这些发生在摄影棚中的动作，这

些动作都是看起来应该要像是在室外

发生的。“尽管这是一部关于外太空

和外星球上的人的电影，我依然希望

它的摄影有合理真实的感觉。”

“在摄影棚内再造来自太阳的直

射光，这件事让我很担心，因为我的

内心和直觉从来都不相信这能成，”
摄影指导接着说。“所以我们很早就

做了决定，电影中两段最大的日间视

觉特效片段，都没有设定在直射阳光

下。这两场戏就是陆地飞艇追逐以及

火车抢劫。陆地飞艇追逐那场戏完全

是乌云密布的，火车抢劫时的天气多

云，伴着初晨的晨曦。这样一来，只

要色温匹配正确，我们就可以用更大

更柔和的光源了，也就是Arri Sky
Panel，前面加上柔光布。”

“我们用罗伯制作的背景图层为

棚拍的飞艇追逐镜头打光，”杨说。

“他们在实景场地的飞艇上安装了四

台摄影机，拍摄四个不同的方向，记

录下实时的光线。把这些图像加载到

LED屏幕上，就能制造出匹配且良好

的光线质感。这个LED屏幕结构具有

三面——两面墙和一面天花板。我们

右图：登上赤色
黎明组织犯罪老
大德赖登·沃斯
的游艇之后，汉
和绮拉（艾米莉
亚·克拉克饰）
再回，这是多年
前共同逃离科雷
利亚星途中分离
后的初次见面。

下图：霍华德看
着剧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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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更加具有互动性、更加真实。”

至于这个“LED结构”，埃文斯解

释道：“我们使用一块20×12英尺的

LED屏幕作为顶，两块屏幕作为两

边，边是可以上下移动的。这些像素

间距为7毫米的LED面板是英国的VER
公司提供的。”

***

汉通过加入帝国的的武装力量逃

离了科雷利亚。最终他来到明坂星，

在那里他参与到了一场规模巨大的陆

战中，这场战斗会让人想起第一次世

界大战中在战壕里的场景。再一次

的，这场戏虽然看起来发生在外景，

但主创们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控制

力，他们选择在松林制片厂占地59000
平方英尺的007摄影棚中拍摄。

“天花板上大约安装有320盏Arri
SkyPanel，它们的下方有7张75x30英
尺的柔光布，”埃文斯透露说。“墙上

有灰色的衬里，我们没有给它照明，

只是让它在画面中逐渐淡出；一旦在

场景中放上浓密厚重的烟雾，衬里和

柔光布的结合处就会变得难以察觉

了。你根本看不到光源，只是会有一

道灰色的光。”

“摄影机在场景中移动并经过灯光

底下时，我们会调暗SkyPanel的光，

以保持背光照明，”灯光师接着说。

“我们会感觉到这点；有时光会暗下直

到消失，有时我们会将光调至10%至

15%亮度，这取决于烟雾和的量和烟

火的效果。当摄影机180度旋转时，我

们会将摄影机后方的光调暗，然后在

摄影机摇拍回到它们之前调回来。”

“拍摄爆炸镜头时，”埃文斯补充

道：“我们将大约10到12个为一组的

SkyPanel设置成爆炸色，例如橘色；

按一下按钮，它们就会炸成橘色，然

后立刻自动回到正常的5600K色温。

当我们没有足量的SkyPanel时，我们

就会混合用上Outsight的Creamsource灯
光单元，以及Digital Sputnik的LED
灯。光控台操作员威尔·伯恩斯（Will
Burns）带领三四个操作员的团队负责

操作ChamSys的光控台。这个光控台

是由松林的MBS Lighting部门改装

上图：德赖登（保
罗·贝坦尼饰）在他
的游艇上进行审判。

右图：杨肩扛着摄影
机准备在游艇场地内
拍摄。

下图：LuxMachina
咨询公司提供了透过
游艇的窗看见的浸入
式正面投影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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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汉在堑壕中的经历最终让他被监

禁了起来，同牢房的便是丘巴卡。磕

磕绊绊地，二人组结识并逃离了监

狱，而后加入了贝克特带领的犯罪团

伙，贝克特将他们带到了万多星。在

那里，他们计划抢劫一辆穿过该星球

危险雪地的帝国货运火车。

剧组在现实世界中找到了一个实

景场地，可以作为那个银河系外地点

的替身，那就是意大利北部的多洛米

蒂山脉。主演们在这里拍摄围绕抢劫

发生的远景定场镜头。“我们没有在

多洛米蒂做很多电影式的布光，”埃

文斯说。“我们所做就是确保演员一

直是由背光照明的。”

“有一场发生在万多星的戏，演

员们要徒步100英尺，但我们没有这

么长的轨道，那里的积雪又厚达18英
寸，”希姆斯解释说。“我们发现当地

的商店有出售尺寸是12x1英尺的木

板，于是我们就买了50块，并且将它

们平行放置在一起，用作摄影机的轨

道，然后我们给一个人力车装上了大

而防滑的充气轮胎和Libra电控头，用

作移动摄影车。”

“我们还用到了Giraffe的Classic
Crane吊车和CineJib摇臂，”希姆斯接

着说。“所有这些大装置都必须用直

升机运送到山上。为了捕捉到最好的

光线，最大化利用我们在多洛米蒂的

拍摄时间，我们大约在清晨3点就要

开始拍摄了。”

为了货运火车上的抢劫片段，主

创们在多洛米蒂拍摄了背景图层，这

些背景图层会与后来的棚拍镜头合成

在一起。演员出演的真人棚拍也是在

松林制片厂拍摄的，他们会在蓝幕前

的全尺寸火车车厢上演出。埃文斯解

释了细节，“我们用SkyPanel覆盖了整

个摄影棚，然后在灯具下方5英尺处

挂起半档蝴蝶布，形成了一个120×85
英尺的柔光箱。”

右图和下图：汉
第一次见到千年
隼号时，斯坦尼
康跟拍埃伦瑞
奇，拍摄下这一
历史性时刻。

底图：蓝道（千
年隼号现在的主
人和船长）和副
驾驶员L3-37
（菲比·沃勒-
布里奇配音）一
同准备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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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德福德为这个片段选择了

一种日出前的清晨的视觉风格，我们

把Alexa 65装载在直升机的前部，在

整整一周里每天挑选合适的时间进行

航拍，拍到了大约150个背景图层，”
布雷多说。“我们还拍摄了很多高清

静帧，并且对山脉进行了图像建模，

以此用数字手段创造一些更具有动

感、更逼近山体的镜头，这些镜头若

是用直升机航拍就不大安全了。”

杨赞扬了布雷多的贡献，布雷多

的团队为电影贡献了超过2000个视觉

特效镜头。“罗伯是个艺术家，非常

有想法而且灵感迸发，他就是可以做

到我们想要的，”摄影指导说。“只要

看看我拍过的那些作品，你就知道我

甚至都不打算说服别人我知道如何处

理这些庞大的视觉特效镜头。但我喜

欢的是，对于我想要的摄影类型，每

个人都持着开放的心态去重新思考。

我是一个很挑剔的人，但我觉得在可

信度方面，不在大型特效镜头中重

现太阳直射光的做法确实取得了成

功。”

火车抢劫以一场壮观的爆炸告

终，这场爆炸具有充满液体的冲击

波，它是以数字元素和实拍元素共同

实现的。“我们需要一些能持续进行

变化十多秒的画面，”布雷多解释

说。“我们在一个容量100加仑的水缸

里安装了一个微型起爆装置。爆炸本

身持续时长仅有10到20毫秒，而我们

用了Phantom v2512摄影机以120000帧
每秒的帧率拍摄这个过程。”

“以这个帧率拍摄，你需要巨量

的灯光，所以我们用了Cirro Lite提供

的两个Luminys 99K LongStrike灯光单

元，它们单次最长能打亮8秒，”布雷

多接着说。“它太亮了，因此拍摄现

场的每个人都必须戴着保护眼罩。我

们数着‘三、二、一，’然后每个人都

会将视线移走，接着那个小型起爆装

置就会被触发，制造出直径约为3或4
英寸的水下爆炸球。工业光魔的艺术

家其后就会用额外的CG元素和图像

合成来增强这个实际元素。这部电影

的整体目标就是在摄影机内实现尽可

能多的东西，然后再以其为基础进行

数字增强。”

***

在第一部《星球大战》电影中，

汉·索罗刚在银幕上出现没几秒，就

开始吹嘘他的座驾，大名鼎鼎的千年

隼，是一架“能在12秒内跑完科舍尔

航线的飞船”。因此，很自然地，这

个虚构的事件被精确地呈现在了《游

侠索罗》中。

这个片段特色鲜明，为了把其中

驾驶舱内的戏份做的尽善尽美，影片

主创们与Lux Machina咨询公司合作。

他们提供了一个尺寸为60x30英尺的

背投屏幕，这个屏幕是被五台亮度为

27000流明的Panasonic PT-RQ32K 4K
激光投影仪打亮的。而这些投影仪是

从洛杉矶的Sweetwater公司租来的。

这面背投屏幕完全覆盖住了松林摄影

棚中千年隼号的驾驶舱。

千年隼号驾驶舱
外面的景观是Lux
Machina的另一
个环境创造，这
次用了一个
60×30英尺的背
投屏幕，画面由5
个27000流明的
Panasonic激光投
影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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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用了多种工具来制造多

个UV纹理空间，好让视觉特效艺术

家为我们提供其中的内容。这些工具

中有：工业光魔提供的3D预览、用以

分切及重新渲染图像片段的工作站，

还有3D建模工具，”Lux Machina的
CTO菲利普·加勒（Philip Galler）解释

说。菲利普的团队中包括项目经理和

可视化主管怀亚特 ·巴特尔（Wyatt
Bartel）和程序员杰森·戴维斯（Jason
Davis） 以 及 克 里 斯 ·默 里 （ Kris
Murray）。加勒补充说，UV纹理空

间“指的是三维物件上的二维纹理坐

标——可以联想一下汽水罐上的标

签。我们有效地为存在于物理屏幕边

界以外的物体创造了额外的空间，因

此拍摄时我们就能在保持特定面积和

透视关系的同时，也具有移动视觉物

体的余地。在创作内容的时候，我们

与工业光魔之间不停交换着这些物件

的UV贴图。”

“我们还研究出了一种方法去让

Alexa摄影机之间做到构图同步（它

们没有内置genlock），这就使得在摄

影机实时拍摄的极度干净、可用的背

景中，无论如何不会出现融杂在一起

的画面，”加勒说。

除此之外，Lux为帮派头目德赖

登·沃斯的游艇上的戏份制造了一个浸

入式正面投影环境。“我们围绕着这个

场景搭建了两个大型投射面，一个的

尺寸是375×24英尺，另一个的尺寸是

275×24英尺，”加勒说，他然后又补充

说，这两个表面上投射的图像来自于

“许多高清投影系统，以及利用三维环

境的高级回放装置。这套技术最初是

为了拍摄《遗落战境》（由克劳迪奥·
米兰达，ASC拍摄；2013年5月刊）研

发的，而这次则进行了重大改良；在

《遗落战境》的摄制中，我们用了两

周半的时间来搭建这套装置，而在

《游侠索罗》中，我们只用了四天的

时间就准备好了相似规模的设置。我

右图和下图左：
Lux Machina
的背投系统将千
年隼号安全带到
超空间。

底图右：千年隼
号驶向著名的危
险境地科舍尔航
道时，尺寸为
20×20英尺的
LED灯墙为驾驶
舱内提供低分辨
率图像，同时也
是布光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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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还建造了一些尺寸为20x20英尺的

LED面板墙，在整个摄制中拍摄载具

戏份的时候会用来呈现各种低分辨率

的反射图像和照明。”

埃文斯补充说：“由于我们在T2
到T2.8的大光圈条件下拍摄，Lux
Machina的各种屏幕的亮度水平足以

产生很多反光，因此投影本身就成为

了我们的主要光源。而后我们会通过

车窗用额外的SkyPanel加强照明。”

***

汉 ·索罗逃离了科舍尔的香料

矿，并且在群星之间完成了他那著名

的逃亡，然后开着千年隼来到了萨瓦

林星。主创们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

富埃特文图拉岛取景拍摄那颗星球的

砂质悬崖和海景。“富埃特文图拉岛

的风很大，”埃文斯回忆道，“所以我

们需要所有人手一起来稳住我们的设

备。拍摄大多数外景的时候我们都只

用了自然光和反光。我们用上了

12x12英尺和20x20英尺的黑布和遮光

块。至于实景场地中的建筑，我们会

在布景的侧面挖出孔洞，让光通入，

然后在地上放置12x12英尺的反光

板，用以添加辅光。”

大风也给希姆斯的器械组带来了

挑战。“我们使用了Panagator，它是

一个4x4的全地形车辆底盘，用以稳

定30英尺的Technocrane伸缩炮，”器

械总监解释说。“当Technocrane伸缩

炮完全伸展时，富埃特文图拉岛的风

仍然有能力刮倒Panagator，所以我们

用脚手架搭建了一个配重环，同时还

要有三个组员负责监视风力，这样才

能完全把它稳住。”

***

《游侠索罗》进入后期制作的最

终阶段，杨和调色师乔·高勒（Joe
Gawler）在北加州马林县的Skywalker
Ranch一起进行调色工作。他们用的

是Blackmagic Design Davinci Resolve
14。 “布拉德福德和我用Christie牌
的数字投影仪监看，以4K分辨率调

色，”高勒解释说，“我们还有一个

Sony的BVM-X300监视器，用处是，

当我们想知道高动态范围（HDR）或

REC 709会如何转化我们的调色时，

可以有一个参考画面。“

“我和布拉德福德认识很久了，

可以追溯到电影《贱民》（11年4月
刊），我们之间有很高的信任度和共

同的审美，”高勒继续说道。“他喜欢

和我一起调一个版本，然后就离开一

段时间，让我独自调，而后再带着全

新的眼光回来察看。”

杨补充说，“为了让图像好看，

我们在拍摄现场做了很多工作，我不

喜欢在暗室里花上几周的时间，就为

顶图：汉开着破损的千年隼号在萨林星着陆。
上图：贝克特向汉告别，他打算在塔图因星上与一个帮派成员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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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去修改一些已经拍出的东西，然后

再把它强行变成脱离其本质的东西。

我从一开始就亲力亲为，做好准备，

这样才能在实际开拍之前避免这些问

题。我认识到，开诚布公是最好的工

具，要让大家都有机会了解到东西在

拍摄现场将会呈现成怎样。然后一旦

进入数字中间片环节，我们所做的就

是严格遵守前期制作时就定好的计

划。”

“我们为《游侠索罗》设计了一

种不太干净，看起来像冲洗胶片时跳

过了漂白步骤的视觉风格，呈现出来

的三原色非常少，”高勒说。“DNA镜

头会产生一种非常特殊的质感，其中

有许多失焦、酷炫的暗角和眩光。与

其尝试消除这些，我们反倒是因为有

它们而感到欣喜。布拉德福德拍摄的

时候光照很弱，图像都聚集在趾部；

我们没有用遮罩去解决什么问题，而

是把曝光的暗部拉高，从而得到壮观

的，充满美感的图像。”

“我喜欢柔和的背光，加以微量

的辅光，或者根本就不用辅光，这样

以来，除非他们转身朝向光源，否则

人脸都会隐藏在阴影之中，”杨详细

说。“我尝试鼓励自己延续那些多年

来拍摄小成本独立电影的做法，在那

些电影中，我们接受让黑暗成为一种

表达方法，而不是缺乏预算所带来的

缺陷。”

监督着后期制作的最后阶段，霍

华德回忆起在这”遥远的银河系“里的

经历，他说，“我在影片美学创造的

过程开始后才加入其中。而加入后，

我认真地为它提出建议，并且在其中

创造性地工作，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

过程。布拉德福德的摄影比我预料的

还要具有表现力，对心理的把控也比

我预料的还要精准。我看到了画面的

质感、丰富性，以及令人兴奋且兼具

电影感的大量细节，这些也都把故事

与角色、角色周边的环境以有机的形

式联结了起来。”

霍华德总结道：“这部电影是关

于汉·索罗的旅程故事。这个故事很

有趣，很冒险，但也具有心理和情感

活动的一席之地。布拉德福德呈现的

画面，以及我们共同作出的成果，确

实有助于将所有这些联结起来，让整

部电影看起来趣味横生，令人耳目一

新。”
l

杨在007摄影棚中建造的明坂星战场的灰色天空下操作摄影机。

技术参数

2.39:1

数字拍摄

Arri Alexa 65, Alexa Mini摄影
机; 
Vision Research Phantom
v2512摄影机

Arri Prime DNA镜头组, 
Arri/Zeiss Super Speed镜头组
Camtec Falcon Full Frame镜头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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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纳·冈萨雷斯（Dana Gonzales,
ASC）和波利·摩根（Polly

Morgan, BSC）运用一系列设备
和技巧为FX连续剧《大群》
挖掘超能力变种人精神上的

痛苦深渊。

伊恩·马尔克斯（Iain Marcks）

•|•

改
编自克里斯·克莱尔蒙特（Chris Claremont）和

比尔·显克维奇（Bill Sienkiewicz）联合创作的

漫威宇宙人物的故事，《大群》讲述的是大

卫·海勒（丹·史蒂文斯饰）的故事，他被诊断

患有精神分裂症。但他或许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变种人之

一。

第一季开场戏发生在一个精神病治疗机构，我们在

那里见到了大卫和他最好的朋友琳妮（奥布蕊·普拉萨

饰），一个新病友的到来颠覆了大卫日复一日的乏味生

活，这位新病友叫希德（瑞秋·凯勒饰），她是一个不喜

欢别人触碰她身体的神秘女人。正如后面剧情所述，她

有这种厌恶情绪是因为她拥有能够与接触她的人交换灵

魂的能力——这种导致她与大卫痛苦互换灵魂的超自然

能力，造成了琳妮的死亡（之后又复活了），也唤醒了

大卫尚未萌芽的超能力。大卫从医院逃离之后，希德将

他带到变种人的秘密基地夏天岛，夏天岛的主人是梅兰

精神世界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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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院命名为：发条精神病院）索伦蒂

诺本身就受到斯科塞斯、斯派克 ·
李、科恩兄弟和安东尼奥尼等人的影

响，而《大群》的很多方面明显受到

索伦蒂诺的影响，这些影响直接体现

在《大群》中的角色饱受困扰的感情

生活。

冈萨雷斯指出，《大群》每一集

中任何有创意的讨论的出发点都是

“视觉和故事叙述必须无缝衔接，不

能突出其中任何一个。”每位导演，

包括霍利、执行制片人约翰·卡麦隆

“我们在银幕上用艺术叙述我们

的故事——波普艺术、包豪斯风格等

现代艺术，”冈萨雷斯说。“这就决定

了这部剧的风格。”从电影角度看，

他认为《大群》介于斯坦利·库布里

克（Stanley Kubrick）和保罗·索伦

蒂诺（Paolo Sorrentino）的电影之

间。具体来说，制片人研究了《发条

橙》，以及其中伪未来主义的野兽派

氛围和以及约翰 ·奥尔科特（ John
Alcott，BSC）的广角镜头构图。

（霍利甚至还致敬了电影的标题，将

片中70年代类似科幻怀旧风格的精神

妮·伯德博士（珍·史玛特饰），她是

一位心灵感应师，她帮助大卫发现他

一直都被一种邪恶的寄生变种人纠

缠，这个变种人就是影王，又名阿

马·法鲁克（纳维德·奈嘉班饰）。

影王最终从大卫的身体中分离出

来，在第二季中，一个神秘的球体出

现，将大卫传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由于法鲁克过于放肆，大卫的同伴与

他们之前的敌人克拉克（汉克米许·
林克莱特饰）及其政府调查科三部结

盟。

《 冰 血 暴 》 主 创 诺 亚 ·霍 利

（Noah Hawley）开发的《大群》由

FX和漫威电视联合出品。这部电视

剧由《冰血暴》的摄影指导达纳·冈
萨雷斯（Dana Gonzales, ASC）拍摄，

他创造了这部剧的视觉风格，并在第

一季中与克雷格·沃罗布利基（Craig
Wrobleski, CSC）合作，第二季中与

波利·摩根（Polly Morgan, BSC）和艾

瑞克·麦瑟施密特(Erik Messerschmidt)
合作。这部剧的试播集得到了Camer-
image国际电影节First Look竞赛单元

的提名，有一集还获得了一项美国电

影摄影师协会商业台电视剧集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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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页：在FX这部故
事背景为漫威X战警
电影系列宇宙的电
视连续剧《大群》
中，在逃离精神病
院之后，大卫·海
勒（丹·史蒂文斯
饰）和希德·贝瑞
特（瑞秋·凯勒
饰）在一个秘密工
厂避难，在那里，
大卫发现他有可能
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变种人之一。

本页，左图：摄影
指导波利·摩根
（Polly Morgan，
BSC，中间）和导
演艾伦·库拉斯
（Ellen Kuras,
ASC，左）讨论场
景。

下图：摄影指导
达纳·冈萨雷斯
（Dana Gonzal-
es，ASC）在第一
季的拍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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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Cameron）、村井浩（Hiro
Murai）、萨拉·亚丁纳·史密斯（Sarah
Adina Smith）、安娜·莉莉·阿米普尔

（Ana Lily Amirpour），冈萨雷斯

他自己和艾伦·库拉斯（Ellen Kuras,
ASC），都各怀绝技，他们似乎都很

适合拍摄一部主角患有精神分裂症的

电视剧。

《大群》的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

元素就是它将对精神疾病的描述融入

故事叙述和视觉中。从一集到另一

集，大卫和他的朋友发现自己的现实

世界似乎都在非常微妙地转换和改

变，就好像睡着时世界还是方形的，

而睁眼醒来已经变成圆形。根据冈萨

雷斯所说，没有一个电影人能够真正

依赖于别人在前一集所做的，因为每

个新的一集“都会使用这个故事之前

没有用过的色调和时间段。每个导演

都会和摄影指导合作展示并强调这

些区别，然后将它们和这部剧融为一

体。”

考虑到这一点，冈萨雷斯给别的

主创制定了一些宽松的基本准则以便

继续拍摄：尽量少用全景通条镜头，

使用广角镜头，多移动摄影机但是不

要用斯坦尼康，用视觉讲述故事，考

虑新的可能性。要拍摄大卫和希德躺

在床上的对话场景？将摄影机放在90
度的位置正反打拍摄而不使用双人镜

头，这样看起来就好像演员是站着

的。这个办法很有用。

使用这一办法背后的考量就是关

于《大群》另一件值得注意的特点，

也就是以骇人的突发事件来描写精神

疾病的影响。在短暂的跳跃性剪辑镜

头中闪现和双倍曝光并不会显得恐

怖，因为它们就是为了旁敲侧击地让

你将注意力集中在细节上。摄影机无

规律地运动，我们看到的过去发生的

事情，剧中的演员却记错了，其中的

细节只改变了一点点，然后作为事实

不断重现。

“能拍摄一部如此专注于视觉叙

述的作品是摄影指导的梦想，如何成

功解决所有事情一直都像是一次冒

险，”摩根说,“剧本是如此紧凑而又

激动人心,不同角色间的关系很复杂,

就好像尝试解开一个谜题一样。”

构成《大群》这个谜题的碎片有

很多，这些碎片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

右图，从左至右：
第二季中，凯瑞·
劳德密克（比尔·
欧文饰）和
Orwell博士（Ch-
ristine Horn饰）
给大卫做检查。

下图：大卫独自坐
在表面上废弃的夜
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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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紧密关联。在第7集中，伯德博士

被冷冻的丈夫奥立佛（杰梅奈·克莱

门特饰）与我们的英雄在精神世界

（Astral Plane）相见，并让他们戴上

特殊的黑色眼镜，这眼镜可以帮助佩

戴者辨别现实和幻觉。冈萨雷斯和导

演丹尼·高顿（Dennie Gordon）参考

了《极度空间》，将“真相”用黑白画

面表现，变成默片风格，同时用字幕

辅助。

在第一季中，摄制场地在温哥华

——一个仓库摄影棚和镇上及周边的

各种实景场地。第二季的摄制场地换

到了洛杉矶，在西好莱坞的The Lot有
四个影棚，还有南加利福尼亚的其它

实景场地。

这部剧九天完成，没有任何两集

在同一天拍摄。冈萨雷斯和摩根利用

他们很少的准备时间勘景、列镜头

表、与各个小组主管开会、以及准备

器材。在这期间摄影指导和剧组成员

之间的直接交流很少，因为剧组成员

并不是轮班工作的，只要有一集正在

摄制，大家就都很忙没有时间沟通。

“你在预拍期间构思了一个方法，但

是通常理想的镜头是你必须在当天的

五分钟对话中解决的方案之一，”摩

根说。第二季的摄影机后勤事务由A
机第一摄助大卫 ·埃兹尔（ David
Edsall）和第二摄助杰森·阿莱格里

（Jason Alegre）处理。他们将摄影指

导关于摄影机和镜头需求传达给洛杉

矶的Keslow Camera——他们为第一季

和第二季提供摄影机和镜头。

《大群》用Arri的Alexa Mini拍
摄，虽然摄制组带了三台摄影机，但

每次用的不超过两台。从第二季第9
集开始，掌机米奇 ·杜宾（ Mitch
Dubin，SOC）领导的A组拍摄主体

剧情，掌机约翰 ·T.康纳（ John T.
Connor）领导的B组通常分开来拍摄

补拍镜头和场景，或者为下一集进行

顶图：安装了Optex Excellence Probe的摄影机拍摄演员杰梅奈·克莱门特（饰演奥立佛·伯德）的
眼睛。“我们用了那个镜头很多次，用移动摄影车不断靠近离开演员的眼球，”第一摄助戴维·艾德赛
尔（David Edsall）说。“那是一台很好的设备，对这部剧的拍摄很有用。”底图：冈萨雷斯和剧组成
员在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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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准备及测试。“这通常都是一些

小事，但是有时候会需要一整个小

组，还增加了副导演和整个布光组和

器械组，”摩根解释道。影片以ProRes
4:4:4 XQ Log C格式拍摄23.98帧的素

材，以ProRes 4:4:4 Log C格式拍摄48
和60帧的素材，将球面镜头处理成

UHD格式，将变宽镜头处理成2.8K
格式。60帧以上的素材都是用2K拍摄

的。Mini拍摄的素材都存储到256GB
的CFast 2.0记忆卡中。

一个独立的无人机拍摄组采用

Freefly Alta和 DJI Inspire 2无人机，由

迈克尔 ·赖安 -弗莱切尔（Michael-
Ryan Fletchall）操纵无人机，杰森·凯
（Jason Kay）控制云台。

《大群》的一个关键视觉主题就

是以其宽高比在整部剧中改变的方式

（从1.78:1到2.39:1，再到2:1），来代

表角色视角的转变，还有如冈萨雷斯

解释的“故事叙述时间线的转变”。这

个变化是缓慢的，镜头周围的边框慢

慢变化，或者直接在剪辑中变更。在

第一季中，当大卫的力量开始扩张，

会使用变宽镜头，第二季中，当剧情

涉及变种人法鲁克和所有“教育部分”
时也都会使用变宽镜头。调查科三部

中的日常生活是用球面镜头拍摄的，

宽高比为1.78:1，对于精神世界中的

部分场景，这个比例也刚好。“第二

季精神世界中的部分镜头是用变宽镜

头以2.39：1拍摄的，”冈萨雷斯说。

埃兹尔补充道：“我们将这部剧的大

部分镜头的宽高比定为2:1。所有的

2:1镜头都是用变宽镜头拍摄的。”

拍摄《大群》总共用了超过50种
不同的镜头。其中包括Arri/Zeiss
Master定焦镜头、Canon K-35、Baus-
ch & Lomb Super Baltar和Kowa Cine
Prominar Spherical定焦特色球面镜

头；Nikon Nikkor 400mm和Clairmont
1,000mm远摄镜头定焦组；还有特殊

球面镜头，例如Kinoptik 9.8mm(也就

是“库布里克镜头”)，Arri/Zeiss Ultra
Prime 8R, Kowa Cine Prominar 15mm,
Petzval 85mm、Clairmont Squishy镜
头、Arri/Zeiss 100mm和200mm微距镜

头、Optex Excellence Probe和Clairmont
移轴镜头。变宽定焦镜头包括佳能K-
35、Vantage Hawk C系列和V-Lite
Vintage’ 74、 Todd-AO、 Arri/Zeiss
Master Ana-morphic（有的包含Flare
Set，有的没有），还有Elite变宽定焦

镜头。变焦镜头用的是Fujifilm/Fuji-
non Premier 18-85mm (T2)和Angenieux
的Optimo 28-340mm (T3.2)、佳能的7-
63mm S16 (T2.6)，还有 Vantage的
Hawk V-Plus 45 mm至90mm变形变焦

镜头。

“Master Prime镜头是我们拍摄主

线故事的主要镜头，”埃兹尔说。“大
约有50%的时间都用到了它们，变宽

镜头用了40%，剩下的10%则是其他

各种镜头”。

冈萨雷斯和摩根尽量在摄影机内

完成尽可能多的工作。虽然约翰·罗
斯（John Ross）和Zoic Studios分别为

第一、二季制作了大量视觉效果，

“但是我们并不以此为起点，”冈萨雷

斯说。

他列举了这部剧的独特创意精神

作为例子，在第9集中，不能说话的

“未来希德”用移动的光点来给大卫

“写”信，那些移动痕迹可以在空气中

停留。为了帮助实现这个“光笔”效
果，冈萨雷斯用两台Red Epic Dragon
在黑色背景中拍摄凯勒，搭配

Arri/Zeiss Ultra Prime镜头组，用Cine-
sail 3D Systems 的3Ality Technica Atom
3D装置同时以24帧和3帧的速度拍

摄6K宽高比为3:1的图像。3帧速度

拍摄的模糊素材被Zoic Studios用于

生成最终特效，然后将其与24帧拍摄

的正常素材融合。摩根后来在这一

季第12集中也使用了这一技巧，在这

一集中，年少轻狂的希德没戴保护手

套就去了酒吧，她赤手拂过别的舞者

时，这两个画面叠在一起，引起一种

本质融合在一起的感觉。

摄影机拍摄纳维德
·奈嘉班（饰演阿
马·法鲁克，也
就是恶毒的“影
王”）的一组镜
头，还有奥布蕊·
普拉萨（饰演琳
妮·巴斯克），这
组镜头中，这两个
角色在这个反派的
梦幻领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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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大群》这样的连续剧，每

一集都是如此独一无二，每一集都在

讲不同的故事。这就意味着你需要新

的方法，”摩根说。“在格里菲斯公园

拍摄的旋转木马的场景是第10集的开

场，这场戏就是戴夫、琳妮和奥立佛

之间的简单对话，但是我们选择用

9.8mm的Kinoptik拍摄这场戏，制造一

种古怪、不落俗套的质感，这种风格

很适合这一集。”

在阿米普尔执导的这场戏的后半

段，大卫被放在三部的隔离箱中，然

后根据剧本的描述，他被一种“粉色

能量场”传送到精神世界。这个能量

场是用激光制造的独立图层，两盏20
瓦的KVANT Spectrum OPSL激光放映

机的光线，透过镜头周围数层纱罩和

烟雾打进来。摄影机被架在Tech-
nocrane的Libra电控头上，在史蒂文斯

周围上下运动，而这个令人目眩的精

神旅程是通过隔离箱内灯带的实际光

源来加强效果的。一支有着特殊运动

组件的挤压镜头（Squishy Lens）被

用来给这场戏增加更多扭曲的气氛。

《大群》中大部分摄影机移动都

是用电控头实现的，例如Hot Gears加
Arri或Lambda的电控头、或者Fisher
21悬臂上、GF-8伸缩炮搭配Libra电控

头、Power Pod。Killer Grip Co.的器械

师曼尼·杜兰（Manny Duran）及其团

队给摄影指导提供了Technocrane、一

台Freefly Movi、DJI的Ronin 1、2，以

及FlyLine有线摄影机。“那些日子就

是这样令人望而生畏，因为不止会遇

到这些技术挑战，并且当按照我们的

方式运动摄影机的时候，这种移动必

须配合演员的表演，”冈萨雷斯说，

他将结果称为“米奇·杜宾和约翰·康纳

（John Connor, SOC）完美掌机技巧

的考核”。

杜兰说：“时间和预算是决定我

们能够实现什么效果的一个因素。在

制片人和摄影指导的全力支持下，我

们作为一个团队，有能力完成一些非

常出色的工作。我为我们团队努力的

成果感到非常自豪和惊讶。”

显然，《大群》主创一心坚持着

叙事电影摄影的一个核心议题：摄影

机是故事的一个元素。“你移动摄

影机或者选择镜头时，必须有所意

义，”冈萨雷斯观察说。因此摄影指

导用“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处理了

《大群》中情感丰富的戏剧化场景，

右图：安装在伸缩
炮上的拍摄大卫的
与法鲁克超自然的
见面。

下图：大卫从水晶
球中可以看见他预
测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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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库拉斯所描述的，这样观众能够

更好地理解角色的关系和挑战。

库拉斯执导的第12集是实践这种

方法的一个例子，大卫在希德早期生

活的时空中来回穿梭，寻找她过去生

活中有可能能在未来拯救她的关键时

刻。摩根依靠各种不同的柔光滤镜、

有色滤镜和镜头来讲述“一个女人的

情感故事以及那些决定她的人生的选

择。”她使用Super Baltar定焦镜头，搭

配Black Pro-Mist和Tobacco滤镜来制造

希德出生和童年时期的怀旧质感，然

后又转向使用Tiffen Antique Suede和复

古佳能K-35定焦镜头拍摄希德的青少

年时期。“镜头强烈地表现并加强了

这个年轻女人的旅程，也帮助观众了

解他们所处的时代，”摩根说，她还

想将希德的自述与发生在调查科三部

的同步叙述区别开来，调查科三部的

镜头很干净，很锐利，是用Master
Prime拍摄的。

第一季中，冈萨雷斯与美术指导

迈克尔·怀利（Michael Wylie）、美术

指导约翰·阿尔瓦雷茨（John Alvar-
ez） 和 迈 克 尔 ·科 拉 多 （ Michael
Corrado）、灯光师杰夫·潘那卡斯特

（Jeff Pentecost）几乎全部用LED灯给

场景布光，这给摄影指导提供了高质

量和高控制度的灯光。杰夫·韦伯斯

特（Jeff Webster）担任第二季的灯光

师，仍然沿用了这个方法。

第二季一开始，怀利与韦伯斯特

交流了一些将调查科三部总部设定为

一个六角形建筑的想法：公寓天花板

的拱顶、凯瑞实验室的头顶装置，以

及包括工厂周围的墙壁和窗户等在内

的重点。

“我们根据怀利的需要以及达纳

和波利想要给场景添加的东西为基

础，增加了很多实景灯光装置，”韦
伯斯特说。‘船屋’（调查科三部中超

现实的，以船为主题的餐厅）里的实

景灯具是配备有大型爱迪生灯泡改装

的煤气灯，以打造“暖光源和画面中

的高光”。

这部剧最常用的地方是The Lot的
5号摄影棚。它是一个多功能场地，

有一个30x200英尺，可换用绿幕、

Ultra-bounce反光布或黑色绒布的背景

帘。这就是大卫困在棺材中的地方，

也是希德用光写字和琳妮跳舞的地

方，所有超越时空的片段都是在这儿

拍摄的。在两个20x30英尺的头顶柔

光箱中悬挂着50个Arri S60 SkyPanel
灯，在下面罩着1⁄2 Soft Frost和Full
Silk来制造氛围。绿幕和无缝Ultra-
bounce反光布被数盏Kino Flo Image 87
灯照亮。“器械安装师埃迪·古铁雷斯

（Eddie Gutierrez）和灯光安装师鲍

比·德切里斯（Bobby DeChellis）打造

了这个绝妙的场地，”冈萨雷斯热情

洋溢地说。

《大群》使用的灯光包括Arri
LED灯、Digital Sputnik DS1和DS6；
ETC Source Four LED灯（Tungsten
HD、Daylight HD、Lustr+）；Astera
AX1 Wireless PixelTube灯管；用电池

的 LiteGear LiteMats毯 灯 ； 以 及

Outsight Creamsource Doppio+和Micro
灯光装置。“根据每一集的剧情，我

们投入使用Luminy的200K Parabolic
Lightning Strikes，还直接将K5600
Alpha 18K的灯光透过窗户来制造超

级硬的阴影，甚至还有安装在无人机

上无线控制的DS1，”韦伯斯特说。他

们使用的移动灯光有Clay Paky的
Scenius和 Mythos光束灯、 Ayrton的
Ghibli、GLP的 JDC1频闪闪光灯和

顶图：希德的母亲琼（莉莉·拉贝饰）在一个机构中看望她。
下图：凯芮·劳德密克（安珀·米桑德饰）看着大卫和希德灵魂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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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的BMFL Blade。
无论何时当主创需要使用现场没

有的灯具，或者如果需要制作实景光

或者特殊光，韦伯斯特和灯光组长麦

克·贝克曼（Mike Beckman）在伯班

克的LiteGear的几百卷LED混色灯带

和在圣地亚哥的Environmental Lights
的RGBA灯带和像素灯带都可以随时

供应。

“我们尽量使我们的内置灯光能

够随时改变颜色，”韦伯斯特说。他

和第二季的美术指导尼克·拉尔博夫

斯基（Nick Ralbovsky）将混合灯带与

RGBA灯带一起安装进所有匹配的装

置，将这个全色彩的装置称为“Cine
6”。《大群》的四个摄影棚都用“通
过sACN DMX协议传输的控制数据的

吉比特连接和扩展的5GWi-Fi网络”连
了网，韦伯斯特说明，这使得可以在

任 何 摄 影 棚 里 任 何 地 点 通 过

GrandMA2 Light控制台或者iOS设备

来操控任何装置的即时亮度和色彩。

“《大群》呈现如此出色的色彩美

学，如果我们无法这样选择我们灯光

的颜色，这将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韦伯斯特补充道。

为了拍摄那些为数不多但也很重

要的疯狂或者混乱丛生的时刻，冈萨

雷斯和摩根让韦伯斯特创造了一片柔

和自然的主光并在摄影机旁边做了负

补光。“拍摄特写镜头和小场景时，

就用几个LiteMat的光透过400 LeeLux
柔光纸，拍摄大一点的场景

时，就用S60光透过8×8英尺和

12×12英尺的Light或Full Grid柔光布，

”韦伯斯特详细解释道。“有时我们只

用反光板将头顶灯光反射到演员眼睛

。”

冈萨雷斯还为《大群》的两季设

计了后期工作流程。剧组没有每日样

片调色师。工作流开始于稍作改变的

Arri K1S1 LUT。数字影像技师克里

斯·卡瓦诺（Chris Cavanaugh）协助冈

萨雷斯在片场用Pomfort的LiveGrade
创造所需的视觉效果。Encore Holly-
wood将冈萨雷斯或摩根的CDL用于转

码中，这就成为可交付的线下样片。

为冈萨雷斯的《冰血暴》调色的

Encore调 色 师 托 尼 ·德 莫 （ Tony
D’Amore）用4K原片进行调色，用

Blackmagic Design的DaVinci Resolve制
作了自己的LUT，再完成最终调色。

“我创造了自己定制的LUT，来尽可

能还原达纳和波利看到的样片，但是

剧组准备一场倒置
的场景拍摄琳妮超
现实的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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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机会让镜头尽可能富有想

象力、得到观众的信任，并与众多才

华横溢的艺术家合作是一个非凡的体

验，”摩根说。“拍摄这部剧确实拓宽

了我对自己能力认知的视野。”

我们的色域比他们在现场用的709
SDR LUT色表更广，因为我们是在

HDR中完成调色的，”他解释道。

为了确保摄制的影片在以后能够

用4K HDR观看，冈萨雷斯不得不改

变技巧来维持现场的曝光。“你不会

想拍摄全色阶，”他建议说。“降低高

光，因为当你将HDR色域加到数字底

片时，亮部会再亮10到20 IRE。”

使用高动态范围成像（HDR）伴

随着它特殊的挑战——作为观看动态

图像的一个相对新的方式，没经验的

人可能会看到一种很难与标准动态范

围（SDR）匹配的曝光宽容度。德莫

说： “先给SDR调色更容易也更可

靠，你要知道你只会在HDR色域中获

得宽容度。我同时看了HDR和SDR，
因为我想要确保在这个过程中画面风

格能够持续。关键就是要注意不要为

了其中一个忽视了另一个。”

《大群》中角色不停地审视他们

的过去，并将其与现在进行比较，以

便为未来寻找答案。通常一部电视连

续剧不会花这么多时间反反复复，但

是这是使得这部剧与众不同的另一个

原因。至于冈萨雷斯，他拍摄《大

群》的经验无疑影响了他拍摄其它作

品的方式。“拍摄《大群》让我在摄

影机的运动和多样性的布光方面大

展拳脚，为我又增添了重要的新技

能，”他说。

凯瑞参观奥立佛的冰屋。

技术参数

1.78:1, 2.39:1, 2:1

数字拍摄

Arri Alexa Mini摄影机, 
Red Epic Dragon摄影机,
Zenmuse X7摄影机

Arri/Zeiss, Canon, 
Bausch & Lomb, Kowa, Kinoptik,
Zeiss, Petzval, Clairmont, 
Optex Excellence, Vantage
Hawk, Todd-AO, Optica Elite,
Fujifilm/Fujinon镜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