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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光线大师

七月四日，各大网站报道了罗比·穆勒（Robby Müller, NSC, BVK）逝世

的消息，多篇文章尊称他为“光线大师”。

这称呼使我有些惊讶，因为我从未想过要这样称呼他。的确，他的布

光非比寻常，我一直觉得他在视觉方面的创造力是如此新颖、多变和震撼人

心，很难将其简单归结为一种特定风格。他能够从经典风格的《秘密》切换

至实验性质的《破浪》，在那两部影片之间，他又带来了印象派的《美国朋

友》、迷人性感的《德州巴黎》以及尖锐而现实的《命系洛杉矶》。

比起光线大师，我更倾向于称他为“全能大师”。

尽管在四十多年的时光里，我与他有过几面之缘，却并不相熟。第一次

见他，我还在为一部荷兰纪录片《装袋工》做制片助理。当时，一队拖船偶

然停泊在港口，因而成了我们的拍摄对象。本来计划要用长焦镜头拍一个令

人印象深刻的画面，但摄影机临时出了故障——内部的马达只能低速、短暂

地运转。我们很快接上汽车电池，使得摄影机在短时间内能以高帧率运转，

但转速不稳定。最终，这个镜头意外地成为了慢动作镜头。眼力极好、意志坚定的罗比创造出了我

所见过的最震撼人心的画面。

若干年后我们再度联系上。那时我从电影学校毕业，邀请他拍摄我的第一部短片。罗比当时已

经在德国电影工业中立足，并开始受到广泛关注。但他还是接受了我的邀约。我们本来已经筹备好

了，他的档期却撞上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的大制作《美国朋友》，我们的合作也因此中断

了。尽管如此，我却并无遗憾。因为作为摄影指导，我受到过这部电影极大的启发。在这部影片以

及他后来的作品里，罗比的构图和布光都是独一无二、完全创新的，他对绿色的钟爱引人共鸣，他

简洁明了的图像选择发人深省。

再一次遇到他是在圣莫妮卡的一家海边旅馆。我记得他对美国电影工业的失望——他付出许

多，希望将艺术形式重新置入其中，却又只能亲身感受着电影工业对一个摄影指导的限制。拍摄日

程、镜头、专断蛮横的导演、吹毛求疵的演员——在美国经历了几个拍摄项目后，他感到一切都变

得难以接受了，这也促使他决定不再在此寻求职业生涯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罗比并不常常抱

怨，他只是个观察者，他通过细致的观察得出单从摄影艺术出发才会有的结论。他只是讲述故事，

并且对所有与之相关的东西刻画入微。

就在不久前，我观看了克莱尔·皮继曼（Claire Pijman）导演的关于罗比的纪录片《Living the
Light》，这部影片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发行。在其中，我发现了罗比所做的视觉笔记的惊人力量，

那之中包括自制影片与宝丽来照片，代表着他为探索视觉语言所作出的不懈努力。这些视觉“小习

作”与他拍摄的电影长片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就像伦勃朗的著名画作与他的蚀刻画那般密不

可分。

所以，罗比，不管现在你在宇宙中的何处，我们都深刻地思念你。

Kees van Oostrum
ASC主席



www.leitz-cine.com

德国威兹勒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徕卡创始人徕兹一世 （Ernst Leitz ）开创了卓越光学传统，

不但彻底改变了世人对摄影的概念，也让我们了解该如何设计电影镜头。为表彰徕兹优厚传统，

工艺传承与创新， CW Sonderoptic现正名为Leitz Cine Wetzlar，继续为电影创作人服务。

位于创作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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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指南

            环球视野
            杰伊·霍尔本（Jay Holben）

摄影指导常常出外景到异国他乡拍片，这是体验异

域文化的宝贵经历，但与此同时，也为摄制的后勤方面

制造了极大的挑战。《美国电影摄影师》杂志采访了多

位摄影指导——格雷格·弗莱瑟（Greig Fraser, ASC, ACS)、
罗伯托·谢弗（Roberto Schaefer, ASC, AIC)、朱尔斯·奥洛克

林（Jules O’Loughlin, ASC, ACS)，以及第一摄助鲍勃·霍尔

(Bob Hall)，为你提供一些完成异地拍摄任务的小技巧。

因拍摄需要，弗莱瑟在其职业生涯之中花费了许多

时间周游各地，如《白雪公主与猎人》（拍摄于苏格

兰、英格兰及爱尔兰;12年6月刊）、《猎杀本拉登》（拍

摄于印度、波兰和约旦;13年2月刊），《雄狮》（拍摄于

澳大利亚及印度）和《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拍

摄于冰岛、约旦及英格兰; 17年2月刊）。“电影的迷人之

处就在于，它是一门通用语言”，弗莱瑟说道，“无论你置

身何地，与你共事的摄制组总能够明白电影制作是怎么

一回事。倒也有些细微的差异——比如，在英国，为光

线塑形、挡光、将光线柔化都交由灯光组来处理，而在

美国，这些则是由器械组完成的。但绝大多数情况下，

人人都能共享电影制作在过去一百年中所累积的经验。

当然，制作水平高低会因市场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一点

你得多加留心，但你要相信，电影制作的语言本质上来

讲是一门普世的语言。”
“作为一名摄影指导，你要做的就是让摄制组了解你

的工作模式，同时融入他们的模式”，弗莱瑟接着说，“其
中存在一个微妙的平衡，不要总是让他们来配合你的工

作模式——如果你没有带着你的摄制组，而是与当地人

一起工作，你就得学会适应他们的模式。你将与所有工

作人员开始一段全新的关系，制定崭新的规则，开始新

的交流，使用新的语言——这多令人激动呀！”
“在拍摄《雄狮》的时候，我们整个摄影部门是一起

前往外景的。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想要确保在整个

拍摄的过程中，在摄影机旁的都是熟悉的面孔——对于

那些年轻演员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在摄制现场我们可

能会用很多新的合作伙伴，但在这里——在我们摄影

组，成员总是不变的。对于其它部门，我们则会在取景

地找当地的部门总管和部门组员。”
“我每次出任务都想要带上整个摄影组、器械组和灯

光组，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谢弗说。谢弗的作品包括

《追风筝的人》（拍摄于中国及美国，07年11月刊）、

《量子危机》（拍摄于意大利、智利、澳大利亚、英

国、巴拿马及墨西哥，08年11月刊）、《机枪教父》

（拍摄于南非及美国，11年10月刊）、《全球风暴》

（拍摄于香港及美国）等，这些影片拍摄的共性在于需

要去到世界各地拍摄。“片方总选择在好莱坞之外的地方

拍摄，主要是因为他们想最大程度地从税收抵免中获取

利益，这在美国本土也同样适用。”
如此频繁地出外景就意味着不断与新的工作组打交

道，谢弗说道，“因此，需要一个了解当地环境的联络

人，协助我们找到最适合的当地团队，这一点至关重

要。”谢弗表示，这位联络人“倒并不一定来自制片方”。
“每个人都有自己信任的关键人，但在各国各地进行

拍摄往往意味着我们摄影指导不得不就地取‘才’，这就导

致了技术层面与创作层面的断层。”奥洛克林如是说。奥

洛克林曾担任《王牌保镖》（拍摄于英国、荷兰及保加

利亚；17年9月刊）、《愿你在此》（拍摄于澳大利亚及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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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天使陷落》（拍摄于

英国及保加利亚）以及电视剧集《

黑帆》（拍摄于南非）的摄影指导

。“在我最近完成的两部电影《王牌

保镖》和《天使陷落》中，我有来

自英国的器械总监和灯光师，以及

来自保加利亚的器械总监和灯光师

，但在大多数的海外拍摄中，我还

是会带着我的第一摄助。”
“设备衔接也是一大问题，”奥洛

克林接着谈到，“主要受到影响的是

我的照明设备，因为有一些灯具在

保加利亚可用，但由于在不同国家

的预算不同，在英国就无法使用这

些设备了。”
“我总是会带着我在美国准备好

的摄影机和镜头组。”资深摄助鲍勃·
霍尔这样说道。霍尔曾经协助《偷

天换日》（拍摄于意大利及美国，03
年6月刊）、《蝙蝠侠：黑暗骑士》

（拍摄于香港、英国及美国；08年7
月刊）、《盗梦空间》（拍摄于摩

洛哥、加拿大、日本、法国以及英

国；10年7月刊）、《蝙蝠侠：黑暗

骑士崛起》（拍摄于印度、英格

兰、威尔士、苏格兰以及美国；12
年8月刊）、《敦刻尔克》（拍摄于

荷兰、法国、英格兰以及美国；17
年8月刊）还有《末日崩塌》（拍摄

于澳大利亚及美国）等电影拍摄。

霍尔称，“如果拍摄任务要求我们在

各国周转，那我偏好从美国带上已

经调整好数字制式的摄影器材，这

样就不用担心拍摄当地的监视器应

用的是PAL或NTSC制式。但你确实

需要担心的是你自己的设备和个人

电子用品，能否适用于240伏50赫兹

的供电标准。”
“大多数的电影摄制都倾向于尽

可能地采用当地的设备，但有时候

当地可能根本没有可供使用的设

备，”谢弗补充道，“拍摄《量子危

机》时我们自带了所有设备，我们

为其准备了巨大的集装箱，将其运

送到每个国家。拍摄《追风筝的

人》时，我们有两套设备，一套为

中国准备，一套为美国准备；我们

把部分器械组与灯光组的器材运送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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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国，而在中国使用的摄影机相

关设备则来自Panavision的澳大利亚

分部——这与美国使用的那套是完

全匹配的。”
奥洛克林称，“不论辗转多少个

国家，拍摄全程使用相同的摄影机

和镜头以及相关设备对我而言是尤

为重要的。我对摄影机的功能和技

术设置有很严格的要求，所以使用

相同的装备对我而言十分关键。我

会对镜头进行测试，这还涉及到视

觉特效，因为特效制作也需要镜头

的数据，所以保持设备使用的连续

性很重要。”
谈到接触陌生的领域时，弗莱

瑟强调，“面临的一大危险是想当

然。我们习惯了事物以某种方式存

在。当预订一辆货车时，我们会想

当然地以为里面会预装特定的设

备，但事情往往并不是如此。安排

设备货车时我并不会太过细节化，

也不会特意去要求特定的器械架或

装备，但当你身处异国时，如果你

不特意要求某些设备，可能它们就

            专业视角
  鲍勃·霍尔（Bob Hall）
 通关证明

从一国向另一国运送电影设备，或是在乘坐航班出

行时携带设备，都并不算简单。在之前的器材指南（17
年9月刊）中我们曾讨论过，如果你熟悉单证册以及哪些

国家接受单证册，这会很有帮助。第一摄助鲍勃·霍尔

（Bob Hall）强调，“你和你的团队要充分了解工作所在国

家的进关规定。大多数国家对于临时进关都会采用单证

册体系，但有些国家却另有规定。货运公司会在这方面

提供帮助，还会协助应对变化不断的货运危险物品规

定，特别是锂电池。”
“一份单证册是不能、也不应该出现任何差错的，”他

继续说，“这意味着你运出美国的物品必须如数不变地返

回美国。有些国家，譬如加拿大，不允许将衣物（如御

寒衣）和设备放在一起运送，衣物需要遵从单独的进口

方式，否则会被没收。如果不遵守国家规定，包括美

国，你可能会面临器材被无限期没收的危险，或是要支

付高额关税。”
“每个设备箱及每一件设备都应该编上号，如‘设备箱

1/130’，”霍尔解释到，“拍摄期间我们会原封不动地保留

这些标签，以便运送回去的时候对照运货单根据编号把

它们码放好。单证册就是依据运货单开具的。我们每到

一个不同的国家也都会在收到运送物品后，根据编号进

行整理，这样就能轻松弄清楚是否有遗失或损坏。”
“还要保证制片方能给出足够的时间，以便为器材办

理报关手续，这一点很重要，”他提到，“运回美国时，通

关程序通常很快，但别的国家却不是这样。我在伦敦两

周的拍摄准备周期最后就被缩短到一天，因为器材被滞

留在印度。”
“一个有担保的优质货运公司真的非常重要，我要着

重强调这一点，”霍尔补充说到，“优质货运公司在全球大

多数海关都有联系人，能够降低发生灾难性后果的可能

性。曾经有一次，我要搭乘17小时的航班，但就在出发

前却收到了有问题的书面文件，带来了很多麻烦，我不

得不说服旧金山国际机场的美国海关，让他们不要没收

一套Panavision变形宽银幕镜头，我运气还算好，他们被

我说服了。因此在工作开始之前，我建议对制片方想要

使用的货运公司做些调查。”
— JH

摄影助理斯图尔特·马可法莱恩（Stuart Macfarlaane）、法尔哈德·艾
哈迈德·德尔维（Farhad Ahmed Dehlvi）、凯文·佩雷拉（Kevin
Pereira）、丹·施罗尔（Dan Schroer）和鲍勃·霍尔（Bob Hall）在印
度实景拍摄地。



6 2018年09月刊                                                                                                              美国电影摄影师杂志

照
片

由
M

a
rk

 R
o
g
e
rs

, 
S

M
P

S
P

拍
摄

。

不会出现。所以需要详细罗列你所需

的器械架、电缆以及各种所需的硬件

设备。”
“摄影机的配件也是如此，”他补

充道，“在美国，我甚至都不会特意

要求要有一组ND镜，我总是默认它

们就囊括在你拿到的设备中。当你在

别的国家时，这可就不一定了——但
当你在拍摄现场问起ND滤镜时，他

们会说，‘你当初没要求把那个打包

带上啊’。所以你必须给出具体的要

求。”
在出国拍摄之前，霍尔补充道，

“你需要考察当地有没有可用的设备

推车以及常用的设备推车类型。例

如，意大利威尼斯有专门为上阶梯设

计的设备推车，因为当地需要爬阶梯

的情况很多。还要调查清楚当地有多

大尺寸的卡车、明白需要为自己携带

的设备准备多大的空间。在某些国

家，根据设备体量的不同，还可能用

到多辆小型卡车。”
语言不通无疑是跨国拍摄中的一

道障碍，但此次受访的摄影指导们都

表示他们合作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组员

的英语水平都相当专业、对电影拍摄

中所需的技术也十分在行。“制作任

何一部电影的技术要求和挑战都大抵

相同，”霍尔强调，“所以尽管外国人

员可能不够精通英语，他们也不难理

解你所想要表达的和所需要达到的效

果。在我工作过的多数国家中，不乏

有曾与西方剧组共事过的组员，他们

的英语都不错。尽管如此，我总是确

保雇用的外国组员中至少有一人能精

通英语，这样我们手边就总能有一位

优秀的翻译官。”
“全世界的摄制组员都面临着同

种类型的问题，”奥洛克林赞同道，

“所以想要传达某种想法或寻求某种

答案都不是难事。语言问题往往可以

通过一些手势语言和即兴表达加以克

服。我发现相互尊重和保持幽默感可

以排除很多障碍，能更快速地取得良

好的结果。”
“年轻的时候，”弗莱瑟回忆道，

“我会非常努力地学习用当地语言说

镜头的编号以及如‘请’和‘谢谢’。我

现在仍在这么做，但随着变老，学习

一门新的语言更加困难！所以与我合

作的组员不单只需要懂得基础的英

语，还要能掌握电影术语。专业的翻

译人员并不总是万灵药。诚然，他们

精通语言，但是有些术语并不能直译

出来。我们电影行业有许多趣称，比

如当你说‘移动一点点’的时候，翻译

人员摸不着头脑的表情会让你忍俊不

禁。”
除了电影摄制的实际工作，电

影人在各地之间飞行时也面临身体和

精神的健康问题。“这方面会有一点

矛盾，”弗莱瑟表示，“一方面我们非

常幸运，我们能环游世界各地，去到

那些别人花大价钱旅游的圣地，同时

又有工资可以拿！另一方面我们也像

巡回推销员，总是在路上、远离家

人，这一点带来的身心损伤非常大。

诚然，我身处异域天堂，但是到了休

息日，当我待在旅馆看到朋友和他们

家人一起的照片，我会问自己：‘我
在这该死的地方干嘛？’这份工作对

家人来说是无情和残酷的，所以你得

竭尽所能地与他们保持联系、拉近距

离。”
谈及身体健康的话题，谢弗

称，“干净的水、适当的医疗保健服

务和天然健康的食物都尤为重要，此

外还要注意当地的污染问题，采取必

要的防御措施。长途飞行使人疲惫，

连轴工作的人员一旦感染国外细菌和

疾病更是雪上加霜。我会备好所有的

药物和维生素，到达目的地会马上寻

找合适的衣物。饮食问题很关键，一

般来说摄制组都能找到优秀的当地餐

饮负责人，得到高质量的食物。”没
有食物很难保持健康和工作质量。

“拍《追风筝的人》时我是摄制

组里唯一一个没过生病的人，”谢弗

补充道，“摄影组的大多数人生病了

好几次，而我只是因为吃得少感到乏

力。”
“我曾经背着装满食物、重达35

磅的行李袋去往印度。”霍尔回忆

道：“我们当时在偏远地区使用专业

设备进行短期摄制。我是唯一的第一

摄助，冒不起生病的风险。那次好些

剧组人员病得不轻，但我没事。”
“在某些国家拍摄时，要确保剧

组能够获取可靠的瓶装水供货源，这

点十分重要。”霍尔继续说道，“在某

国，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剧组喝

的瓶装水其实是自来水。那些人把自

来水重新灌入用过的水瓶里，用少量

强力胶粘在瓶盖圈上。因此瓶子一开

盖会发出‘咔’的一声，看起来就像是

工厂封装的产品。对这样的事情要格

外小心。”
“如果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别在

酒店就餐。”欧劳林斩钉截铁地说，

“去当地人吃饭的地方就餐。每天喝

一小杯烈酒，这有助于缓解胃病。”
末了，欧劳林还建议：“要尽早

面试剧组核心人员，拿到所有你有意

向要雇用的剧组人员的推荐人联系方

式。”
“尽量尊重当地的工作方式，不

要因为我们在电影界的地位，而让人

觉得我们有一种优越感。”谢弗补充

道：“这点在美国也适用。洛杉矶以

外的本地人都不喜欢剧组人员摆出一

副‘好莱坞至上’的态度。”
“关键就在于出行前要做足功

课。”霍尔说道，“通常，我们会在拍

摄地所在国设立一个摄制办公室，地

方协调员会负责收集可参与摄制工作

的人员的简历。我也会求助有在当地

拍摄经验的美国剧组人员。此外，我

有幸了解到了一个在英国的强大的剧

组人员基地，我可以联系他们，寻求

建议。英国的剧组人员似乎拍遍各

地。他们是很好的信息来源。”

格雷格·弗莱瑟
（Greig Fr-
aser, ASC,
ACS，戴绿色
帽子）在印度拍
摄《雄狮》时和
身边的导演加
斯·戴维斯
（Garth Da-
vis）确认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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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迎接意外和稀奇古怪的事

儿的准备。”霍尔总结道：“不管是在

阿尔卑斯山的洞穴里打着电池供电

的灯笼做前期筹备工作，还是在威

尼斯将所有摄影设备存放在一艘小

船的甲板上。”
旅行老手的主要经验之谈是：

做足功课、提前规划、以礼待人。

注意安全，拍摄愉快！

技术要点
画面扩展器

器材指南专栏此前重点探讨过成

像圈，以及现代数字摄影机镜头成像

时形成的成像圈与传感器尺寸之间的

差别（18年6月刊）。有些镜头的成

像圈不够大，无法覆盖如今较大尺寸

的传感器，画面扩展器应运而生。

画面扩展器是一种光学适配

器，安装于镜头和摄影机之间。它可

以通过光学方式将镜头成像圈均匀地

向各个方向扩展，以增大特定镜头的

成像覆盖面。画面扩展器与增距镜在

功能上十分相近。增距镜会使得镜头

焦距依据延展系数产生倍增——一般

是1.4倍或2倍，常用于变焦镜头。1.4
倍增距镜能让焦距从25-250mm (f2.8)
变成35-350 (f4)，2倍增距镜则能让其

变成50-500mm (f5.6)。但这也会造成

镜头进光量损失——1.4倍增距镜会

让进光量减少一档，2倍则会让进光

量减少两档。

虽然增距镜也可以从光学上扩展

镜头成像圈，可这并不是它原本的设

计用途。因此，当增距镜扩大尺寸较

小的成像圈，并使其足以覆盖更大的

传感器时，成像圈清晰区之外的边

缘部分画质，会因为增大的像差或

增距镜带来的变形而大打折扣。

再看画面扩展器。与增距镜非

常相似，它也可以使镜头的有效焦

距根据扩展系数倍增，但从光学角

度来说，其设计目的是为了增大成

像圈直径，同时纠正像差。

画面扩展器的进光量损耗因数

等于其扩展因数的平方。举例来

说，如果你有一个1.3倍的画面扩展

器，损耗因数就是1.69（1.3x1.3=
1.69），也可以说是大约三分之二档

的进光量损失了（损耗因数为2时等

于损失一档光）。因为扩展器是作

用于镜头的正常成像圈，并使等量

的光扩张至更大的区域。

我曾与来自StarKish Enterprises
和Optica Magnus公司的基什·萨迪瓦

尼（Kish Sadhvani）坐在一起交流

过。他是美国电影摄影师协会的成

员，十分了解光学适配器。萨迪瓦

尼在光学领域的事业是从泰勒霍普

森公司——世界上最早生产Cooke
Speed Panchro系列镜头的公司——开

始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在那

里担任学徒，参与设计Cooke Varotal
20-100mm (T3.1)变焦镜头，而后是

为16mm画幅打造的Cooke Varokinetal
9-50mm (T2.5)变焦镜头，以及十分

著名的Cooke Varo-Panchro 20-60mm
(T3.1)变焦镜头。后来他从英国去往

美国，为Rank Precision Industries担任

产品经理，再之后，他开办了自己

的公司——Kish Optics。
如今，StarKish Enterprises公司

产品包括导演取景器、为变焦镜头

设计的2x后变形镜组变形宽银幕附

加镜、T-stop校准器，便携镜头检测

投影仪，以及一条新的Xpander适
配器产品线，该种产品扩展系数为

1.15，用于将Super 35成像圈（直径

31.3mm）延展到足以覆盖Alexa片门

全开模式的传感器（对角线 33.5
mm）。还有第二种Xpander适配器，

其成像圈覆盖面扩展系数为1.2，可

将Academy 35镜头（成像圈直径

27.2mm）也扩展到足以覆盖Alexa片
门全开模式。未来，该公司还将推

出另两款Xpander产品，能将Super 35
成像圈扩展至适用于全画幅（对角

线43.3mm）和Alexa LF画幅（对角线

44.7mm）。

“几年前Red摄影机面世，它搭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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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摄影师协会会员、第一摄助朱尔斯·欧劳林
在拍摄纪录片《深海挑战》。

                实战指南
         旅行贴士

• 了解并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及工作

方式。

• 尽量保留至少一位来自自己国家

的核心剧组人员。

• 尽量使用同样的摄影机和镜头

组。

• 同当地人合作时，雇用最佳的当

地人、搜寻最佳设备，认真仔细地

面试当地剧组人员。

• 做好准备面对在各国设备的可得

性和价格差异的问题。

• 涉及到摄影机、机械设备和电力

设备方面的要求，力求尽量详细具

体。别以为所有组件都理所应当地

包括在内。

• 尽量学习当地有关数字和关键词

汇的语言。

• 确保至少有一位当地核心工作人

员精通英语且能翻译技术术语。

• 确保能够获取干净的水和食物，

必要时可自带。

• 了解海关规定，弄清楚是否需要

单证册。

• 带上可能需要的药品、维他命和

个人健康需求品，别以为拍摄地会

提供这些。

• 做足功课、与有当地拍摄经验的

同事交流，寻求技巧和建议。

• 选择当地声誉良好、保险保税、

经验丰富的运输公司。

• 给每个箱子标号，记下总数，万

一箱子遗失或损坏可即时发现。

• 了解电池等危险品的运输规定。

• 调查适用于拍摄地的设备手推车

类型。

• 做好迎接意外的准备。

• 为人幽默、对人尊重、常怀感

激之心、摒弃“好莱坞至上”的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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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的Dragon传感器只比Super 35大一

点，当时我就开始在考虑画面扩展

器，”萨迪瓦尼回忆到，“电影胶片有

三种主要的画幅——8mm，16mm和

35mm，它们之间的差别足够大，因

此会有各自专属的镜头，于是并没

有必要去做改装镜头。Super 35画幅

出现后，镜头适配器大概还有所用

途，但能够覆盖更大画幅的新镜头

也在不断推出，所以这块是有人在

关注的。当镜头无法完全覆盖画幅

时，其实问题不大，因为制作上可

以按需裁切图像——譬如从整个成

像中裁出1.85：1宽高比的部分。”
“但有了数字技术后，”他补充

到，“很容易就能通过增加像素数量

或改变像素尺寸的方式来提高分辨

率、改变成像特性。然而，这会导

致非标准化的传感器尺寸，有时他

们仅仅比镜头能覆盖的标准尺寸大

一点！传感器尺寸的改变或许并不

足以推动新系列镜头的产生。并

且，有些人对旧式的复古镜头有使

用需求，这些镜头从设计上是为了

覆盖Academy 35画幅的——即包含音

轨的胶片。因此，在我看来，画面

扩展器就是填补这种空缺的经济实

惠的解决方案。”
StarKish并非唯一一家生产画面

扩展器的公司。Duclos Lenses公司生

产了1.7倍的画面扩展器，适用于

Super35镜头，可将其成像圈扩展至

适用于Red Monstro VV传感器的尺寸

（对角线46.3mm）。Veydra公司则

生产了 1.2倍 PL-PL扩展器，可将

Academy画 幅 镜 头 扩 展 至 适 用

Super35尺寸。除此之外，IB/E Optics
公司还生产PLx1.4 Mark II扩展器，

可将Academy 35镜头扩展至适用于

Red Dragon 6K传感器的尺寸（对角

线34.5mm）。

并非所有镜头都需要扩展器

——事实上，大多数定焦镜头都不

需要。通常定焦镜头的焦距越长，

形成的成像圈越大，能够覆盖的传

感器尺寸也越大，这就意味着他们

不需要扩展器。但是广角镜头的成

像圈较小，后焦距离——镜头的后

镜组到传感器之间的距离——较

短，意味着镜头后镜组占据了机身

内部的空间。扩展器需要在后焦距

离内才能发挥作用，所以无法应用

于传统的拥有机械叶子板的摄影

机，或是拥有较大后镜组的镜头。

多数情况下，扩展器都是配合

特定变焦镜头使用的。为什么是变

焦镜头呢？如前所述，对于无法覆

盖大尺寸传感器的广角定焦镜头来

说，其后镜组的存在通常与拓展器

的使用相冲突，但电影摄影师也可

以将其换成焦距较长的定焦镜头。

而对于变焦镜头来说，其长焦端成

像可能可以很好地覆盖传感器，但

其广角端则不行。添加扩展器会让

变焦镜头的整个变焦范围都能发挥

作用——但是请记住，它确实会改

变镜头的有效焦距。扩展器还会在

镜头后部添加几个光学组件，这些

组件可以矫正像差，从而忠实地还

原成像镜头拍摄出的画质。

有了StarKish Xpanders扩展器，

就可以移除镜头本身的PL卡口，露

出一个“中继卡口”。与该卡口连接的

Xpander扩展器本身自带一个PL卡
口，将这个PL卡口安装到摄影机的

镜头座上，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Duclos和 IB/E扩展器都是 PL-PL型
的，也就是说连接在镜头背后的PL

卡口与适配器上的PL卡口座接在一

起，而适配器上同时还有一个PL卡
口连着摄影机。现在市面上还没有

扩展器可以从Cooke /i镜头或 Arri
LDS“智能”镜头中传输镜头元数据。

摄影指导比尔 ·贝内特（Bill
Bennett, ASC）已经对萨迪瓦尼的公

司出品的Xpanders拓展器进行了时间

不短的上市前测试。他说：“我把

Xpanders带去Clairmont（摄影机及镜

头租赁公司）做测试，镜头技术员

布雷特·里德（Brett Reed）刚看到它

的测试投影就喊了句‘天咯！’这足以

证明它有多棒。我把它装在我最喜

欢的 Angenieux Optimo 24-290mm
[T2.8]变焦镜头上，一直没取下来

过。这个适配器对我帮助很大，有

了它，我用Alexa SXT片门全开模式

拍摄时也能用上那颗镜头了。”

— JH

比尔·贝内特（Bill Benett, ASC）用Angenieux Optimo 24-290mm变焦镜头拍摄，该镜头配备有
StarKish Xpander画面扩展器，能够完全覆盖片门全开模式下的Arri Alexa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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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碟中谍》系列电影第六部——《碟中谍6:全
面瓦解》的编剧兼导演克里斯托夫·迈考利

（Christopher McQuarrie）及其带领的摄制团队

而言，该片摄制或是他们从业至今制作过最复

杂的跨国任务。影片讲述秘密特工伊桑·亨特（汤姆·克鲁

斯饰）与不可能任务行动署（IMF）的队友一起在世界各

地解决上次行动导致的意外后果，并应对曾为间谍的恐

怖分子所罗门·莱恩（肖恩·哈里斯饰）及其党羽带来的恐

怖威胁。

“我们想尽可能多地呈现实拍的场景，而不仅仅是在

机动平台上拍摄直升机。”英国电影摄影师协会成员，摄

影指导罗伯·哈迪（Rob Hardy, BSC）说道。“这部影片的

拍摄地点遍及全球，故事情节丰富，剧本每天都有改

动，场景可能拍了又删，而在这一切变数之中，我们视

觉创作的思路仍然要保持统一。”

影片所有动作戏都由主摄制组拍摄，确保影片在视

觉上的呈现保持一致。这源于克鲁斯每个特技表演都亲自

上阵的决定。哈迪说道：“这通常是第二摄制组的工作，

这次能由我们负责，真是太棒了，因为我可以用同样的视

觉语言进行拍摄，保持和其他部分的统一。”

这个决定也提高了对各部门负责人的要求。“摄制规

模是最大的挑战。”灯光师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说
道：“摄制团队庞大，布光要求很繁杂，要安装以及预备

的设备非常多。”器械总监山姆·菲利普斯（Sam Phillips)总
结道：“摄影机更多、拍摄速度要求更快、器械更多、组

员更多、压力更大、实景地点更多，唯独时间更少。”

逐影全球

英国电影摄影师协会成员罗
伯·哈迪（Rob Hardy, BSC）
携手编剧兼导演克里斯托夫·
迈考利（Christopher McQuar-
rie）共同打造跨洲际动作大
片《碟中谍6:全面瓦解》

迈克尔·戈德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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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主要拍摄任务计划耗时一年

多，这是因为克鲁斯在一场特技戏中

脚踝受伤，导致摄制暂停了两个月，

在法国巴黎、英国伦敦、新西兰昆士

兰及阿联酋阿布扎比和迪拜的拍摄被

推迟。哈迪表示：“由于中途暂停，

杀青的日子便推迟了。这在摄影设备

方面带来的问题就是，制片组是否愿

意花钱让它们持续待命，他们确实这

么做了。那么另一个问题当然就是当

我们尽力接续之前拍摄的镜头时，天

气状况是否匹配。”

《全面瓦解》见证了哈迪和迈考

利的首次合作。此次是迈考利继担任

《碟中谍5：神秘国度》（15年8月
刊）编剧兼导演后再度回归《碟中

谍》系列，拍摄《碟中谍5》时，他

的合作对象是来自美国电影摄影师协

会的摄影指导罗伯特 ·埃尔斯维特

（Robert Elswit, ASC)。“我很乐于同

罗伯特合作。”迈考利说道：“之前的

每一部《碟中谍》系列电影都由不同

的导演执导，这也是该系列的显著特

点。汤姆邀请我回归时，我提出的条

件是保留这种识别度。简言之，这也

就意味着我得成为‘另一名导演’。为

此，我要尽量拍出一部在视觉风格及

整体基调方面和《神秘国度》迥异的

电影。因此，除了极个别的特例外，

我几乎替换了整个摄制组。我注意到

罗伯 ·哈迪是因为他拍摄的《机械

姬》（15年5月刊），那部影片堪

电影《碟中谍6:全面瓦解》
中，IMF特工伊桑·亨特
（汤姆·克鲁斯饰）面临着
最新任务，任务难度之大看
似难以完成。

本页左图：同亨特合作完成
任务的有（从左至右）班
吉·邓恩（西蒙·佩吉饰）
、伊莎·浮士德（丽贝卡·
弗格森饰）及卢瑟·斯蒂克
尔（文·瑞姆斯饰）。

左图：中情局特工奥古斯
特·沃克（亨利·卡维尔
饰）受命监视IMF团队。

底图：英国摄影师协会成员
罗伯·哈迪（Rob Hardy,
BSC）（左）及编剧兼导演
克里斯托夫·迈考利（Ch-
ristopher McQuar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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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精品，且与《神秘国度》风格大相

径 庭。”

的确，哈迪向导演坦言，他偏爱

广角拍摄，《机械姬》几乎全片都是

用32mm和50mm镜头拍摄的。“于我

而言这简直难以想象。”迈考利回忆

道：“我意识到，我们来自两个截然

不同的极端，却又汇合于此，可能会

带来独特的成果。”

哈迪表示，当谈及“要完全原

创，彻底改造《碟中谍》系列的视觉

风格”时，他和导演可谓一拍即合。

虽然克里斯和汤姆都强调说：‘别忘

了，这可是《碟中谍》！’但对我而

言，那意味着多种解读方式。汤姆重

视的是电影要呈现阴暗忧惧之感，要

比前几部更显锋芒。我则会说，我们

要努力增强浸入感。‘浸入感’意思就

是要有真实感。这一直是我的信条之

一。我希望观众感受和相信片中的戏

剧性事件。但同时这部电影又是自带

史诗属性的。我们回归到了一种稍微

老式的电影创作风格，参照了《法国

贩毒网》及《总统班底》等电影的元

素，尝试呈现出更为古典的韵味。”

“这是一个阴暗的故事，所以罗

伯想要在画面上突出阴暗感。”史密

斯谈到：“他希望汤姆出现在阴影

中，而不总是处于光亮中，那会显得

平淡。最终我们的布光精细且轮廓鲜

明、出现在画面中的光源优美悦目，

一致的色调贯穿全片。诀窍就是，让

一切显得真实。别总是给本就惊艳无

比的场景再额外布光了。”

为呈现“古典韵味”，克鲁斯、迈

考利和哈迪希望使用35mm胶片进行

拍摄。“电影如梦境，而梦境绝非8K
数字摄影机的效果那样清晰，至少我

的梦境不是。”迈考利说道：“我寻找

的不是现实，而是现实主义。最重要

的是，我期待创造出美妙、具有颗粒

感的、薄纱般的视觉风格，正如上世

纪70年代、我仍是孩童时观看的那些

电影一般。”

哈迪同意这一观点。“我认为，

胶片摄影让人回归到一种不同的电影

创作风格。这种风格更加古典、更为

优雅。”他说：“90%的画面都是使用

胶片配合变形宽银幕镜头拍摄的，主

上图：亨特与沃
克接近伞降地
域，准备进行
HALO跳伞（高
空投下低空开
伞）。

右图：迈考利身
旁的克鲁斯准备
练习跳伞。

下图：克鲁斯朝
地面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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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Panavision C系列镜头，还有一部

分E系列镜头。我们还计划为两段发

生在空中的重头戏加入Imax元素，但

又意识到拍摄胶片Imax并不具有实操

性。最后，我们决定使用大画幅数字

格式来拍摄那部分的内容。通过多番

测试后，我们选定用Panavision Millen-
nium DXL1和Red的Weapon Dragon 6K
摄影机进行拍摄。”

这些发生在空中的戏份，是用

Panavision Primo 70镜头拍摄的，在

Imax银幕上，这些片段会以1.9:1的画

幅宽高比呈现。在巴黎大皇宫拍摄一

些特殊镜头时，剧组还用上了装配C
系列变形宽银幕镜头的Weapon Dragon
6K摄影机。DXL和Red摄影机均以

Redcode Raw格式录制，素材存储

至Red Mini-Mag储存卡中，压缩比为

3:1。

影片的大多数画面是用Panavision
Millennium XL2胶片摄影机拍摄的。

在巴黎和一些额外外景拍摄时，哈迪

选用的胶片是Kodak Vision3 50D 5203
彩色负片；在新西兰外景和伦敦利维

斯登影棚中的场景拍摄时用的是

Vision3 200T 5213；拍摄夜景、隧道、

光线昏暗场景时用的则是Vision3 500T
5219。

C系列变形宽银幕镜头“是我们镜

头中的英雄”，第一摄助珍妮 ·帕登

（Jennie Paddon）说，珍妮负责准备

工作和巴黎部分的拍摄，后因产假离

组，接力棒便被递给了亚当·科勒斯

（Adam Coles）。她还指出：“我们也

携带了C系列的适配近焦镜头。”

每天拍出的胶片会被送到Cinelab
London冲印，然后在Pinewood Digital
进 行 4K扫 描 并 生 成 每 日 样 片 。

Pinewood Digital也为在新西兰和挪威

的拍摄提供驻组每日样片的制作服

务，并且他们会输出4K文件，供审阅

及 剪 辑 方 面 使 用 ； 每 天 早 晨 ，

Pinewood Digital会 把 4K分 辨 率 的

DNxHD MXF视频文件发送给与哈迪

长期合作的数字影像技师杰·帕特尔

（Jay Patel），后来帕特尔在摄制暂停

期间离开剧组，数字影像技师兼调色

协调员乔·斯蒂尔（Joe Steel）就接替

了他的工作。影片主创在剧组里主要

还是以数字形式检查每日样片，但在

自由落体期间实拍HALO跳伞。该镜头看似一镜到底，其实分三期完成，每期需耗时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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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英国的灯光师马丁·史密斯

(Martin Smith)曾在世界各地参与摄制

影片，但从没哪部影片的摄制地像

《碟中谍6:全面瓦解》那样多，涵

盖英国、法国、挪威、阿联酋及新西

兰。若要在诸多地点拍摄，史密斯建

议在每个国家都找一个经验丰富的本

土负责人，这一点至关重要。

摄制过程中，史密斯在各个摄制

地与不同灯光师们紧密合作，在新西

兰是杰米·库珀(Jamie Couper)、在巴

黎是格雷戈里 ·弗罗茫坦 (Gregory
Fromentin)、在挪威则是索尔·埃里克·
洛肯(Thor Erik Løkken)。每位灯光师

都负责在史密斯携主摄制组人员到场

前确保场地准备就绪。史密斯分享其

中一例：“在挪威，索尔·洛肯需要带

领团队将六台发电机空运至布道石

（Pulpit Rock）崖顶。”这个陡峭的悬

崖也被称为圣坛岩（Preikestolen），

为惊心动魄的直升机追逐战后的高潮

戏码——悬崖决斗提供舞台。“他们

还必须铺设电缆将整个导演监看站运

至崖顶，还需为储物箱、温尼巴格房

车、数百盏工作灯和一套餐饮设施供

电。”

史密斯补充道：“由于各国对电

影摄制、尤其是电力器械的规定天差

地别，拥有这些人脉尤为重要。在英

国，我们必须遵照临时电气装置标准

BS7909。然而，巴黎的规定则截然不

同。我们只能依靠并且信任当地的灯

光师，因为他们熟悉本地情况。比

如，在巴黎和新西兰，他们会确保我

们按照当地的操作规范来测试设备和

装置。”

各国工作方式的差异也很明显。

史密斯提到：“在英国，灯光组负责

一切需要架起来的器械，包括柔光

布、蝴蝶布、顶灯照明和摇臂。在英

国拍摄时，我们基本接管了机械搭建

工作，我们也称自己为‘搭建工’。到

了法国，又是另一套工作体系。由机

械师负责摇臂和蝴蝶布的养护和安全

使用；他们还负责安全方面的工作，

包括系绳子、放沙袋等等。新西兰和

英国基本一致，但是机械师会辅助灯

光师设置蝴蝶布、桁架和摇臂。在挪

威，灯光师的工作跟英国相似，但是

搭建工会负责柔光反光布、反光板、

顶部的架子、摇臂和承重装置之类装

置的设置。”

“换言之，世界各地的工作方式

不尽相同。”史密斯说道：“我们应该

主动适应别人的体制，而不是去改变

它。我也见过有人尝试去改变，用美

国的方式在英国工作，效果并不好。

首先，这样会导致分歧。因此我的建

议是去到异国后，寻找最佳的本土电

影人，然后去适应当地体制。他们才

最了解本地情况，清楚地方用电规

范、检查制度、养护和安全措施。” 

他补充道：“出于安全考虑，我

们自己会做风险评估，但不会尝试去

要求其他国家的工作人员做同样的

事。他们有一套自己的体制和安全的

工作方式。只要能满足我们的安全要

求，我们只管去适应就好。”

作为灯光师，史密斯表示：“去
如此多的国家拍摄，我面临的最大挑

战也许是需要使用各种各样的插头适

配器。而且美国电压标准还是120
伏！所以我们得携带变压器和二三十

个不同的反向适配器，这样各组向我

们要插头、插座和转换插头时，就能

满足他们所需。仅在巴黎，我们就用

上了英标转欧标适配器、欧标转美标

适配器、美标转欧标适配器和欧标转

英标适配器，各60个。”

史密斯还指出，尽管表面上有

些国家通用一套电力系统。“为适应

不同的保护模式和工作方式，插电和

分电的方式也各有所异。在英国，我

们使用三相电力系统，但是三相电很

快就会分电成单相电。而在欧洲大部

分地区，三相电会直接输出到终端。

挪威也使用三相电。但在阿布扎比，

三相电与单相电并用。这些都是要

早在出发很久前就得调查清楚的事

情。”

—迈克尔·戈德曼

•|• 跨国拍摄 •|•

剧组在挪威布道石崖顶临时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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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拍摄部分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

阶段性地在租来的影院银幕上观看胶

片印出来的样片素材。

“我用来检查每日样片的显示

器，就是在拍摄时同步监看的显示

器，”斯蒂尔解释说，他在片场使用

Blackmagic Design的DaVinci Resolve软
件工作。“从调过色的每日样片里截出

的静帧会被上传至iPad，以便罗伯在

片场观看。罗伯会给出反馈，我会根

据他的意见对静帧进行相应的调整，

若还需添加其它调整，色彩参考就会

被传回到Pinewood Digital。”

摄制运用了至少三台摄影机。数

字摄影机拍摄的素材通过 Sony的
PVM-A250 25寸 OLED监视器监看；

LUT和CDL通过Pomfort LiveGrade软件

和Fujifilm IS-Mini LUT盒加载。所有

素材经由Pomfort的Silverstack媒体管

理软件备份至 Promise Technology
Thunderbolt RAID硬盘阵列系统。

摄制过程中使用的LUT是伦敦的

Molinare公司制作的，调色师艾莎·索
尔（Asa Shoul）也是在该公司进行最

终的数字调色。斯蒂尔表示，“我们只

用了两种LUT：一种是DXL摄影机使

用的主要LUT，另一个LUT的用途则

是将Red Weapon摄影机的画面与DXL
匹配。其余所有数字调色都是用CDL
在片场完成的，要么是为了创造新的

视觉风格，要么是为了匹配胶片拍出

的画面。”

《全面瓦解》中有两段于空中拍

摄的重头戏，其中一个是发生在巴黎

上空的跳伞戏，但这实际是在阿布扎

比和迪拜拍摄的。“我们最初是想呈现

汤姆从飞行在25000英尺高空的C-17军
用飞机中一跃而出，一路自由落体，

最后打开降落伞着陆到巴黎大皇宫屋

顶——一镜到底。”哈迪解释道：“当
然，由于一些客观因素，这个镜头不

得不由多个镜头拼接而成，但这并不

影响一镜到底的视觉呈现。”

片段一开始，亨特及中情局特工

奥古斯特·沃克（亨利·卡维尔饰）就

在C-17飞机内为HALO跳伞（高空投

下低空开伞）做准备。“我们早早便开

始编排了，起先时就在摄影棚中标出

C-17的空间尺寸，以此弄清如何拍摄

部，运输机正在接近伞降区域。亨特

和沃克一边穿跳伞服一边商量行动计

划；随后舱内指示灯变红，舱门打

开。亨特朝舱门走去，看了看阴郁的

天空然后退回舱内，打算与沃克重新

讨论跳伞事宜。沃克此时却越过亨

特，朝舱门跑去，一跃而出。亨特紧

随其后，跑向舱门，往外一跳，跟上

沃克的步伐。

“灯光变红前的所有场景都是主

才能使镜头看起来如同单个精巧的斯

坦尼康镜头，”哈迪回忆道：“我们为

整个片段安排好了走位，包括机舱内

的场景以及紧接其后的跳伞动作戏。

我们为此足足花了两个月琢磨机位、

镜头和光圈档位的选择——所有东西

都考虑到了。并且我们与特技跳伞摄

影机掌机克雷格 ·奥布莱恩（Craig
O’Brien）密切合作。”

片段开始时，我们置身运输机内

巴黎大皇宫内，哈迪同灯光师马丁·史密斯及其团队合作，在DJ台（见顶图）上方安装了大型照明
环，并设置了竖立光源模拟人造太阳效果（见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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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制组在英国某机场的C-17运输机舱

内用胶片拍摄的。”哈迪透露道：“当
灯光变红时，拍摄格式就从胶片转为

数字Imax，使用DXL摄影机——仍旧

在英国某机场的C-17运输机舱内拍

摄。机舱门打开，汤姆走到舱门边缘

时，我们用50英尺长的伸缩炮跟拍

他，然后抬高机位拍摄舱外的风暴。

为此，我们打亮了竖立在沥青地面上

的一块巨大绿幕。汤姆回头跟亨利说

话，寥寥几句后，亨利就跳机了——
就是在这一刻，汤姆跳机前的几秒

钟，我们正式转入了设计好的跳伞镜

头。”

照剧本安排，该场景应发生在夜

间。但据哈迪回忆，演员身穿黑色跳

伞服，跳伞时只有头盔的灯能够照亮

面部。“只能看到黑暗中的两张脸。

这可行不通。”于是哈迪要求在日落

时分拍摄这场戏。他解释道：“那样

的时间，那样的高度，尚能见到地球

的弧度。即便在日落三四十分钟后，

还能看到地平面上闪着亮光。考虑到

视觉效果，此时跳伞条件最佳。”

“汤姆和亨利都戴了配灯的头

盔。”史密斯解释道：“我们必须要设

计一个从根本上确保安全的系统，因

为面具内有持续不断的氧气流。我们

决定使用5毫米宽的Slim Version LED灯

条，每米功率9.6瓦，发暖白光。动作

道具顾问托比·希尔士（Toby Shears）
负责调整灯条位置，确保其发出的柔

光刚好包围角色面部，但光线不会射

向演员眼睛。LED灯的控制器、驱动

器和电源包都是我的电工朋友史蒂夫·
科勒斯（Steve Coles)手工制作的。”

“灯光必须要在富氧实验室内进行

测试，以满足严格的安全要求。”灯光

师史密斯说道：“安全性得到保证后，

我们的任务就是安装电缆，电缆和电

源包不在一处，电源包装在降落伞包

背面的一个小袋内，而电缆则要一路

走线到伞包上方，埋在伞囊和衬垫托

之间的衬垫内。我们需要缝合师雷·阿
姆斯特朗（Ray Armstrong）的帮助，

只有他获得授权可以改造降落伞。要

注意头盔的灯、设置规格、每跳伞一

次更换一次电池、设备养护、要是有

什么东西松动了得维修，这些事项都

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在最后关头才提

出的安全要求是要给这套灯光系统设

置内联开关，这样演员在接近着陆点

时才能够自行关闭灯光，使眼睛有时

间适应地面的光线情况。”

克鲁斯同跳伞特技指导艾伦·赫威

特（Allan Hewitt）及其组员合作期

间，一直在练习跳伞，为真正的

HALO跳伞做准备，但他的训练却因

两件事受阻，其一是第一摄助大卫·彭
弗德（David Penfold）提到的英国的凛

冬，其二是他的脚踝受伤，摄制被迫

暂停。电影主创于是改变了策略，打

算专注于在风力机内拍摄，利维斯登

影棚内已安装好了这一设施，克鲁斯

可在此完成跳伞训练，并与卡维尔一

起完成跳伞戏的编排。剧组也已经做

好了在此拍摄跳伞动作戏的准备。

最后，电影制作人决定尝试在风

力机内拍摄HALO跳伞片段的全部镜

头。为此，哈迪解释道：“剧组努力设

计灯光模态，试图模拟这一系列效

果：在两万五千米的高空，天际微微

泛出红光，跳伞者一跃而下，穿透暴

雨云，而后又从云中现身，望向地

面，只见巴黎城中灯火闪耀。”

尽管拍摄工作进行多时，电影主

创们对这段跳伞戏仍然不甚满意。克

顶图：哈迪和迈考利调试卡维尔和克鲁斯的入镜范围
上图：亨特进入大皇宫的目的之一是和“白寡妇”（凡妮莎·柯比饰）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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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斯则坚信拍摄HALO跳伞最好的方

式就是实拍。于是剧组去到阿布扎

比，准备实拍工作。哈迪表示：“我
在阿布扎比监督了多次跳伞练习，想

要保证他们在一天中我要求的特定时

段跳伞，这样一来，叙事上才能从机

场自然地流转到巴黎。”

正式开拍前，哈迪因请陪产假提

前离组，摄影指导弗雷泽 ·塔格特

（Fraser Taggart）进组暂代其职。哈

迪说：“若是出现什么问题，都由弗

雷泽处理。技术和创意层面的事务都

已安排妥当了。”塔格特是一位经验

丰富的第二摄制组摄影指导，曾与迈

考利和克鲁斯合作拍摄过《明日边

缘》（14年7月刊），迈考利担任该

片编剧。

准备拍摄期间，赫威特及其特技

团队同奥布莱恩、彭弗德合作设计了

一款夹克，可供奥布莱恩跳伞时穿

着，这个夹克可以收纳所有摄影机所

需的必要配件。在这个场景用到的摄

影机是Red Weapon Dragon 6K，装配

24mm Primo 70定焦镜头。哈迪表

示，选用这对摄影机及镜头的组合，

“有一部分原因是它们体型紧凑，并

且选用Primo 70镜头拍出的画面，也

将与影片中其它已经确定的Imax片段

画面相匹配。”整个HALO跳伞片段都

是以6K分辨率拍摄的。

“整套设备都是靠一块电池供电

的，”彭弗德解释道，“包括安在摄影

机上的所有配件和一个无线图传发射

器。”当彭弗德不得不短暂离开剧组

时，第一摄助迪恩·汤普森（Dean Th-
ompson）补替了他的位置。“迪恩想

出一个点子，让我们改装 Arri的
Master Grip镜头控制手柄，使其可以

适用于跳伞戏的拍摄，这样克雷格就

可以跟焦了。” 彭弗德继续说。“后来

Panavision英国分部的皮特·斯瓦布里

克（Pete Swarbrick）接手了这项工

作，改装了该配件，于是克雷格用左

手跟焦也能保证安全了。”

“我们示范给克雷格·奥布莱恩

看，教他应该如何跟焦。我们把镜头

跟焦环的范围限制在3至30英尺之

间，这样他就不必面对过大的对焦行

程，” 迪恩·汤普森回忆说，“这不容

易，因为他对焦的时候根本看不到镜

顶图和中图：克鲁斯在巴黎街头高速驾驶摩托车，上演机车追逐战。
上图：追逐战后期，亨特弃摩托车坐上一辆小轿车，导演给克鲁斯讲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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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的刻度。但最后还是成功了。他

习惯了整个过程。”

除了奥布莱恩得学习如何在那套

摄影系统上跟焦外，克鲁斯则还要学

习如何在自由落体时跟掌机保持一定

距离。“熟能生巧。”彭弗德说道：

“他们每天要练习六七次跳伞，外加

那次在规定时段的跳伞排练，英雄之

跳。”

上午练习三四次，下午和晚上接

着练。“英雄之跳限定在日落后十五

分钟内练习。”史密斯详细描述，“跳
伞者坠落跌进深蓝的夜空。”跳出机

舱的有克鲁斯、卡维尔的特技替身演

员、奥布莱恩、以及两到三位提供安

全保障与支持的跳伞教练，其中一位

教练头盔上会携带另一个摄影机，这

样大家便可以重看跳伞练习录像，以

便下回微调动作。

HALO跳伞片段不是一镜到底拍

摄而成，而是分三段逐一拍摄。彭弗

德认为第一部分最为复杂。这一部分

拍摄亨特在机舱内，朝着敞开的舱门

奔去，预备跳伞，试图跟上沃克。

“这时克鲁斯朝掌机方向跑去，然后

两人双双跳伞，掌机是倒退着跳出去

的。”彭弗德解释道。

摄影机被安装在奥布莱恩所戴头

盔的顶部，摄影机系统的单个电池

电量只足够进行一条的拍摄。“我们

十分注意把握时间，因为电池会耗

尽。”彭弗德说道。

拍摄机舱内动作戏时，彭弗德在

驾驶室遥控跟焦。一旦奥布莱恩跳出

飞机，跟焦的任务就转交给他了。

“只要掌机起跳，我就会关闭我这边

的设备，他那边的系统就会接替运

作。”彭弗德解释说。从舱内至舱外

的转变还要求光圈值的调节。“舱
内拍摄使用T2，舱外则调节为T2.8
1/2。”彭弗德做了具体说明。“光圈调

节是由数字影像技师负责的。”一旦

跳出机舱，奥布莱恩和克鲁斯二人就

会拉开距离，但是克鲁斯很快又会拉

近距离，形成特写的景别。“然后克

鲁斯会飞离这个构图，克雷格紧随其

后。”彭弗德又补充，“克鲁斯进入云

层之际，拍摄切至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是在视觉特效创造的风

暴云中发生的，在这里沃克遇上了麻

烦，迫使亨特前来解救。第三部分从

阿布扎比转至迪拜进行拍摄。亨特与

沃克离开云层，亨特抓住沃克，两人

跌跌撞撞，亨特竭力用自己的氧气罐

替换沃克的损坏的氧气罐。“所有动

作都在半空完成。” 彭弗德强调，“这
两部分的动作编排内容很多，并且十

分复杂。”

“第一部分拍摄完毕后，我们卸

下了一些部件，因此摄影机的重量减

轻了。”彭弗德说道：“对焦设备还

在，但拆除了控制光圈的部件，而

且也不需要使用无线图传的发射器

了。”

谈及后两个部分的拍摄，彭弗德

解释道：“过程其实一样。”上午大量

练习跳伞，下午则为特定时段的英雄

之跳准备。“每一部分的拍摄耗时一

周。时值炎夏，白昼渐长。因此每

日练习英雄之跳的时限延长了一分

钟左右——这个时机的限定非常严

格。”

亨特和沃克在巴黎大皇宫屋顶着

陆后，两人走向室内的一个台架。这

一部分的拍摄用到了安装在Stabileye
rig和飞猫上的两台Red Weapon Dragon
6K摄影机，此外还用到了两台DXL摄
影机，一台手持，另一台安装在摇臂

上。

巴黎大皇宫内，哈迪希望将身负

渗透任务的秘密特工们参加一场派对

上图：哈迪操作
三台摄影机其中
一台，拍摄发现
IMF团队身处伦
敦一地下场所的
场景。

右图：IMF秘书
长艾伦·胡恩利
（亚历克·鲍德
温饰）等待其手
下特工们的到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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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场景，呈现出阳光照射的效果。史

密斯解释道：“最后我们把直径50英
尺的环形桁架竖置于大皇宫内，上面

铺着一张暖调电影银幕材质的柔光

布。然后我们将另一个特殊设计、建

造并经过重量测试的桁架如同钟面般

悬吊起来，放置在银幕后方一定距离

处。我们又在这个桁架上安装了36盏
Robe BMFL Blade移动灯光。”光控台

操作员丹·沃尔特斯（Dan Walters）将

所有移动灯光调至最亮，并给它们加

上轻微的漫射效果，以抵消其光束角

度产生的椭圆形，再将它们指向那块

银幕。

“在这些‘钟面’的中间，我们安装

了四盏具有电控头的23.4K功率的

LRX Scorpion灯，悬挂在另一桁架

上，灯头上加装有两层满档的琥珀色

色纸。”史密斯继续说，“在大皇宫内

较远的另一头拍摄时，我们也使用了

Scorpion灯，这样美丽的‘日光’就能深

入照进宫内的巨大空间。”

“我们还用Martin Atomic频闪灯、

200多个Arri SkyPanel和60多盏Sunstrip
灯做出了闪烁的光效。”史密斯接着

说。他又补充，“我们还有非常好的

投影仪、视频墙以及激光——七面巨

大的Unilumin 3.9mm LED视频墙、六

个Tripan激光灯和四个30000流明的

Panasonic投影仪，这些都是由 ITR
London的克里斯·柯克思（Chris Cox）
提供及安装的。我们设计并定制了一

个直径50英尺的桁架，用以悬挂一大

型灯光环，该灯光环布置在DJ台的上

方，由超过200条6英尺长的荧光灯管

组成，由灯光控制台控制。”史密斯

说，“灯管排布的形状就像自行车辐

条，或者说像马车的车轮。”

离开大皇宫后，亨特与沃克卷入

了一场日光下的阻截，这很快变成了

巴黎街道上的高速追逐。巴黎的戏份

动用了数架直升机进行航拍。斯蒂尔

透露：“我们使用了12:1 Angenieux
Optimo 24-290mm （T2.8）球面变焦

镜头。”

追逐开始时，两位特工在卡车

中，随着片段的进行，卡车被撞的越

来越残破。“这意味着卡车上留给我们

安装设备的空间越来越小，”菲利普斯

说。“再加上，我们不管安装怎样的摄

影机座，它都必须能够承受所有碰撞

带来的冲击力，所以摄影机的安装点

必须要有螺栓加固。装置器械师让·谢
诺（Jean Chesneau）在卡车各部位

制作安装了大量可用螺栓加固的支

架，但我们在拍摄中依旧使用了部分

桁架结构。”

抛弃卡车后，亨特骑上一辆摩托

车，在香榭丽舍大街西端的凯旋门附

近逆着车流快速行驶。法国政府部门

封锁此著名环形交叉路口90分钟，在

这期间剧组需要尽可能地捕捉所需镜

头。

“道路封锁造成了不小的挑战，”
菲利普斯说道。“拍摄时间有限，停下

来重新安装跟拍车上的镜头根本行不

通。为了拍摄追逐镜头，我们结合利

用了跟拍摩托车、四轮摩托车、装有

Arriflex 435摄影机的Pursuit机械臂、

和克鲁斯驾驶的宝马摩托车上的固定

摄影机座。除了Pursuit机械臂外，我

们的所有设备都有不止一套。其中一

辆摩托车的前端安装了一个Mini Libra
电控头和一台Arriflex 235摄影机，另

一辆摩托车有相同的设置，不过是摄

影机装在车尾端，每辆摩托车都有自

己的骑手。我们的特技指导韦德·伊斯

顶图：伦敦徒步追逐戏中，亨特途经圣保罗大教堂等地标建筑。
上图：亨特跳向一大楼。在这场特技表演中克鲁斯摔伤了脚踝，拍摄被迫暂停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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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伍德（Wade Eastwood）一直在研发

一种电控跟拍摩托车，一按开关就能

调整摄影机的高度，这项发明在这段

拍摄中大显身手。”

摄制组在巴黎的拍摄还涉及到为

圣马丁运河上长达一英里的距离布

光。圣马丁运河是一条人工建造、部

分带顶的运河，连接塞纳河。亨特及

其IMF队友驾船行驶在运河上。“在我

们拍摄的河段内，运河顶部每隔约50
米就会有孔洞，上面城市街道的灯光

会透过孔洞照下来，”哈迪说道。“当
然，我想要强化这种效果——不是所

有河段，但大部分河段需要。这就意

味着，我们的灯光组要在城市中被我

们称为‘中心保留区’的区域设置一英

里长的灯光，赋予我在日间于地下运

河拍摄时所需要的视觉冲击。全都是

钨丝灯光，当然啦——我们用的都是

Maxi-Brute灯光矩阵、Wendy灯、24K
灯之类的。”

最后，为完成任务，亨特和他的

队友们来到克什米尔地区。动作戏强

度达到顶峰，主角们在崎岖陡峭的山

区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直升机追逐

戏。这段戏其实是在新西兰拍摄的，

依旧由塔格特接替哈迪任摄影指导。

迈考利表示他的目标是，“把观众带

到直升机里头。”

“我们拍摄直升机追逐所要达成

的目标，就是让观众尽可能获得最强

烈的浸入式体验。”迈考利继续说

道。“我们必须呈现出主角确实置身

直升机内的效果。我们很早就决定拍

摄这个片段必须要用Primo 70球面镜

头，而不是变形宽银幕镜头，目的是

实现尽可能最广的镜头角度。”

“通常来说，”导演接着说，“要
拍摄这样的一场戏，你得先从一个方

向拍摄，然后再换方向，一遍又一遍

地拍摄相同的表演。但当演员身处飞

行的直升机中时，环境很狭窄，每增

加一个镜头都会带来巨大的风险。所

以我们在直升机上安装了摄影机，用

另一架直升机装载的空对空摄影机拍

摄这场戏，打算迟些再把入画的装置

摄影机的部件擦除。我们会飞行至某

一特定地点，把动作表演过一遍，我

则会从另一台直升机上监看现场直播

画面。与此同时，还有第五架直升

《全面瓦解》主要空戏第二个场景，亨特顺着绳索爬上飞行中的直升机（见顶图），不慎失手坠下，所
幸抓住了运输包（见中图），再次攀索而上，终获成功（上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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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它是一台救伤机，负责空中交通

管制。”

航 拍 第 一 摄 助 德 莫 特 ·西 奇

（Dermot Hickey）补充道：“两台直

升机上有四个主摄影机位，两个朝

前，两个朝后。片段伊始，汤姆·克
鲁斯所乘直升机追逐亨利·卡维尔所

乘直升机。这种情况下，一般而言，

DXL摄影机安装在克鲁斯所乘直升机

尾部，镜头朝前。而安装在卡维尔所

乘直升机的镜头则安装在机身前部，

镜头朝后。两机位置改变时，镜头方

位也相应改变。由于体积较小，我们

在克鲁斯所乘直升机的驾驶室安装了

一台朝前拍摄的Red Dragon 6K摄影

机，配置14mm Primo 70镜头。卡维

尔所乘直升机机型稍大，机舱内部空

间可以容下一台安装在滑轨上的DXL
摄影机。”

为了拍摄这个片段，来自加州的

Airfilm Camera System公司为摄制组提

供了专为DXL摄影机设计的全新的超

轻安装座。帕登和西奇仍旧要想办法

保护数字摄影机随直升机在白雪皑皑

的山区高速飞行时不受各种因素的影

响。

“和珍妮·帕登讨论多次后，我们

得出了解决方案。由于时间有限，我

们使用3D打印机打印出一个坚固的摄

影机外壳，上面有一些面板可供你整

理线缆，还能让你操作摄影机的控制

面板，并且有位置让你更换摄影机储

存卡，”西奇说道：“打印好后，我们

用环氧树脂把该外壳密封，使其具有

防水性。这办法能够有效保留摄影机

散发的热量，我们还得钻几个通风

孔，促进空气流通。”

西奇补充，为了控制空中摄影机

的光圈和偏光滤镜，就需要进一步改

进设计方案。“在两英里以外的距离

控制其运作，必须改造我们用的

Preston的MDR和控制手柄，”他解释

道。“我们的办法是升级天线，提升

天线的指向性。如此一来，通信距离

更远了，但是由于信号只能沿直线传

播，所以我们需要持续调整天线方

向，找对最佳发信位置。”

“调整偏光滤镜的办法是在夹式

遮光斗上安装小型Preston马达，遮光

顶图与中图：亨特进入直升机，掌握驾驶权，追逐沃克所乘直升机。
上图：船载摄影机拍摄部分直升机追逐战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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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中安装有Schneider偏光滤镜和IRND
滤镜，”西奇说。“为了设置偏光滤镜

和监控曝光，画面可靠最为重 要。”

拍摄结束，摄制团队顺利完成了

任务。哈迪表示：“拍摄《全面瓦

解》使我受益良多，我学习了很多动

作戏拍摄知识。我了解到拍摄方法有

许多种，但在特定情况下，一切取决

于我们想要表达什么内容、希望观众

获得何种体验、期待呈现多么具有浸

入感和犀利的效果等等。虽然摄制困

难重重，但这次经历美妙至极。”

乔恩·D·威特莫（Jon D. Witmer）补充

报导。

“该片90%的画面都是使用胶片拍摄的”哈迪说道：“我认为，胶片拍摄让人回归到一种不同的电影创
作风格。这种风格更为古典、更为优雅。” 

技术参数

2.39:1和1.9:1 (Imax)

Panavision Panaflex Millen-
nium XL2, Millennium DXL1摄
影机; 
Arriflex 235, 435摄影机; 
Red Weapon Dragon 6K摄影
机

Panavision C系列、E 系列、
Primo 70镜头; 
Angenieux Optimo镜头

Kodak Vision3 50D 5203, 
200T 5213, 500T 5219胶片

数字调色



(1) 无线FIZ控制手轮          

(2) 无线马达        

(1) 无线左手柄

(1) 无线右手柄          

(1) P-TAP电源线740mm

(2) 马达连接线

(1) 锂电池充电器(1) 锂电池充电器

(2) 连接手柄横杆配件标准牙盘

(2) 三轴稳定器手持连接杆可适配

     25mm/30mm管径

(2) 跟焦环

(1) 防水安全箱

配置清单:

只为您提供更好的体验感受

人性化的操作模式

先驱的全无线手柄控制，强劲稳定的无线传输设计

满足你对镜头掌控的全部需求

打破限制的全方面应用操作

心随所动 无往不利

6999人民币
现在订购

- Peter Lyons Collister, ASC

深圳市光明新区光侨路转7号路，侨德科技

园B栋2楼  全国服务热线：4006 1998 67

“ 我一直在寻找一款无线跟焦系统，既适合拍摄巨制大片，
又可以用在我个人拍摄时的小型剧组。铁头的原力 M 可
以同时应对两种情况，它质地精良，设计感十足。你设

定好了之后，使用起来非常简便。现在当迈克尔 · 贝让我
带领 B 组拍摄时，我又有了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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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国际电影摄影峰会（ICS）于6月4日开幕，汇集了

来自世界各地约30个电影摄影协会的代表。大家齐聚

历史悠久的ASC俱乐部，在为期四天的会议中分享自

己的知识和经验。

此次峰会有60多位业内人士参加，由ASC国际委员会

负责协调组织，该委员会的主席是来自波黑的萨基·梅德

斯维奇（Suki Medencevic, ASC）。在6月7日的峰会活动结

束后不久，他坦言“我们的议程非常野心勃勃”。在俱乐部

会所举行的ICS闭幕晚宴上，梅德斯维奇终于得以在

Billy’s Bar休息一下。“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担心峰会提供

的信息量过大。另一方面又想给每一个希望发言的人提供

足够的时间。我们想确保涵盖到每个我们真正想要探讨的

主题，并把来宾介绍给大家认识，达成富有创造性与技术

性的交流和讨论。”

“我们在商务方面的工作也很重要，”梅德斯维奇继续

说，“我们想让到场来宾有机会能与工会代表、经纪人和

主要厂商的代表进行交流。对一些与会者来说，这种机会

很难得。”

“然而，”他指出，“同以往的这类活动一样，参与此

次峰会人数也快要达到最大限度了——你很难拒绝愿意抽

跨越国境

美国电影摄影师协会（ASC）邀请
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僚，齐聚洛杉矶
参加2018国际电影摄影峰会。

大卫·E·威廉姆斯

•|•



出时间参加的人，所以我们得严阵以

待。‘怎么才能让峰会圆满完成？’‘哪
里可能会出差错，如果出了差错怎么

办？’但最后，所有事情的完成度都超

出预期，大家的反馈很棒。不管是以

前来过俱乐部还是第一次来，大家都

非常喜欢这次峰会。对其中一些人来

说，这更是不可多得的机会——来到

洛杉矶，先是参加了好莱坞电影器材

展，然后到俱乐部参加这次峰会，这

些都是新奇的体验。但其实最重要是

大家能够建立联系、相互交流、认识

及了解，成为一个庞大的全球社区，

这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峰会的准备时间约为一年，从策

划到决定都如同梅德斯维奇说的一

样，是“一个很民主的过程。ASC国际

委员会成员坐下来一起回顾了往届峰

会【分别由 ASC成员迈克尔 ·戈伊

（Michael Goi） 和弗雷德里克·古德里

奇（Frederic Goodich）于2011和2016年
协调主办】。我们研究了这些议程，

圈出一些真正奏效的主题和视角。然

后本次峰会的重心集中在电影摄影的

四个方面：艺术性、技术性、合作和

商务。然后，拥有超过20名成员的国

际委员会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想法和建

议。我们还联系了科学家和技术人

员，询问他们有哪些行业进展和新技

术可以在会上展示，以及他们的研究

进行到哪一步了。我们统筹完所有这

些信息，就会逐项讨论和分析各个主

题，然后投票表决通过与否。”

梅德斯维奇补充说：“一旦我们建

立出峰会的雏形，就要考虑‘怎样安排

才能让整个过程更有趣？’我们不想在

艺术性问题方面着墨太多，这样会破

坏技术的部分，而后者是我们工作的

一个重点。此外，作为一场峰会，将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创

造他们认识彼此的机会是非常重要

的。同时，这也是一次难得的谈论电

影摄影商务方面内容的机会，因为可

能对很多协会来说，这是他们没涉足

到的地方。我们如何借由安全的片

场，合理的工作时间，合理的报酬为

拍摄增益？我的意思是，不要忘了这

是我们谋生的工作。所以这些都是我

们非常想要解决的事情。最后，我们

把所有东西都归在一起安排议程，问

题就来了‘那么，怎么才能在四天之内

做完这一切呢？’议程的安排有很多改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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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页顶图：国际电影摄影峰会参会者在ASC俱
乐部前合照。

1. 与会者进入位于CityWalk Hollywood的
AMC环球影城。

2. ASC赞助和活动总监帕特丽夏·阿姆卡斯
特（Patricia Armacost）（左）和霍伊特·
范·霍特玛（中)。

3. ASC主席基斯·范·奥斯特鲁姆。

4. 左起：《敦刻尔克》制片人艾玛·托马
斯、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霍伊特·范·霍
特玛和主持人吉姆·亨普希尔。

5. 诺兰谈《敦刻尔克》。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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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和顺序调换，但在周一早上峰会开

始的时候，我们有了最终的议程，并

且一切都照此顺利进行着。”

6月4日，在ASC主席基斯·范·奥斯

特鲁姆（Kees van Oostrum）和梅德斯

维奇为峰会来宾致开幕辞后，这场雄

心勃勃的计划就开始落实了。第一站

是乘巴士前往位于CityWalk Hollywood
的AMC环球影城，用70mm胶片Imax
放映机观看由克里斯托弗 ·诺兰

（Christopher Nolan）执导，霍伊特·范
·霍特玛（Hoyte van Hoytema, ASC, FSF,
NSC）担任摄影指导的电影《敦刻尔

克》（17年8月刊）。在放映之后，

《美国电影摄影师杂志》撰稿人吉姆·
亨普希尔（Jim Hemphill）主持了一场

与霍特玛、诺兰以及《敦刻尔克》制

片人艾玛·托马斯（Emma Thomas）的

交流会，讨论了三人与其他工作人员

为这部二战电影设计的传统光化学技

术。

“霍特玛和我合作拍摄《星际穿

越》（14年12月刊）后，我们就想在

使用胶片的基础上，尽可能地用大画

幅来拍摄（《敦刻尔克》全片）。”诺
兰说，“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运用光化学

手段处理大画幅作品，此前我们花了

好几年的时间探索这项技术。”

霍特玛认为65mm胶片画幅是“一
扇透明清晰的、观察世界的窗户。

65mm胶片拍摄的事物极为饱满，拍摄

时我不太需要做刻意的调整。镜头中

的画面非常美丽，作为摄影指导也更

放松。”

“画幅越大，拍摄的画面就越纯净

和自然，”霍特玛继续说，“你不用做

任何多余的调整。保持原来的样子就

好。”

“在我和克里斯谈论画幅之前，”
托马斯回忆说，“他说他希望这是一部

体验式的电影，观众能够亲临角色所

在的场景。所以，我们自然也就运用

了大画幅进行拍摄，因为这能带给观

众最佳的沉浸式体验。”

在说服制作公司用胶片拍这部电

影时，“克里斯也没有说服他人的超能

力，”托马斯打趣道，“拍摄电影一贯

都是如此。事实表明各种数据就是你

跨越国境

1. 与会者在俱乐部吃午餐。
2. 卢卡斯·特伦（Lukas Teren,
ASK）（左）和马洛斯·泽林肯（M-
aros Zilincan, ASK）为丹尼斯·勒
努亚（Denis Lenoir, ASC, AFC,
ASK）颁发斯洛伐克电影摄影师协会
会员证。
3. 来自蒙古的安加拉格·达瓦苏伦
（Angarag Davaasuren, MSC）。
4. 罗恩·约翰逊（Ron Johanson,
ACS）为大家致辞。
5. 艾伦·洛特曼（Elen Lotman，
ESC）自我介绍。
6. 阿德里亚诺·戈德曼与亨普希尔的
座谈会，讲述他在电视剧《王冠》所
做的工作。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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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行证。虽然没有做比较，但我不

认为胶片电影的花费更高。数字电影

也有很多花费，只是没人提及罢了。

而且胶片电影仍然是保存影像的最佳

方式。”

“现在想拍胶片电影的人越来越

多，”霍玛特乐观地说到，“这真的让

人意识到现在有一大批具有前瞻性思

维的年轻人，他们觉得需要传承胶片

电影技术。我相信未来胶片电影会在

人们选择范围内占据一席之地。”

“你也可以融合两者（胶片和数

字），这是种创新性的选择，”他补

充到，“所有摄影指导都应该对胶片

电影保有兴趣，即便是那些喜欢拍摄

数字电影的人，有更多选择的环境也

更健康。”

6月4日下午回到ASC俱乐部后，

摄影指导阿德里亚诺·戈德曼（Adri-
ano Goldman, ASC, ABC）与亨普希尔

进行了座谈，详细讲述了他拍摄

Netflix剧集《王冠》前两季时的工

作。2018年，他曾凭借此片获得了美

国摄影师协会奖。戈德曼说第二季拍

摄的基本设置与第一季差别不大。

“相同的摄影机、相同的镜头、相同

的滤镜、相同的布光方式。因此，第

二季并没有太大进步。”

戈德曼说在该剧前期准备时，

“讨论的重点主要是我们应在拍摄中

避免的东西，比如不应出现的背光，

以及如何拍摄才能推陈出新、不同于

其他剧集。我们想要尽量实景拍摄，

即追求‘真实朴素’的视效，而非过于

华丽或好莱坞式风格的拍摄，”他补

充到，“拍摄的出发点就是实现一种

‘不加修饰’却精美的呈现方式——精

致却真实。从服装到布光都要遵循这

一点。”

但女王的生平毕竟不能改编太

多，因此戈德曼说他们的主要原则就

是“少即是多”。“这是我们在画面和节

奏上都想要实现的目标，”他说。

“我的工作是为演员服务的，”他
分享到，“观察演员是我最喜欢做的

事，在电影行业中，当演员是最难

的。我们不希望把镜头拉得离他们很

远，因为那像是在拍‘纪录片’，镜头

1. 准会员塞斯·埃蒙斯（Seth
Emmons）（右）与参会者谈论徕
卡镜头。

2. 萨基·梅德斯维奇检查一台Red
摄像机的组装。

3. 大卫·斯顿普（David Stump,
ASC）为大家讲话。

4. 史蒂芬·莱特希尔（Stephen
Lighthill, ASC）手握话筒讲话。

5. 尤里斯·布尔斯特拉（Joris
Bulstra, NSC）分享他的见解。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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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感过于强烈。我们应该贴近他

们，感受他们的呼吸。追求真实感永远

是第一要素。”

第二天，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

院（AMPAS）院长约翰 ·贝利（John
Bailey, ASC）在好莱坞皮克福德电影研

究中心的林伍德邓恩剧院欢迎并接待了

与会者。他致辞：“诸位来自国内外的

电影摄影师同仁们，大家早上好，欢迎

来到AMPAS皮克福德电影研究中心。

我仅代表学院全体电影摄影师，欢迎大

家来到林伍德邓恩剧院。该剧院以一位

电影视效技术先驱的名字命名。与ASC
俱乐部一样，它也浸润着好莱坞的悠久

历史。”本着峰会精神，贝利激励各位

与会者“今天的电影摄影师不仅有机

会，而且也期望通过与来自世界各地的

同行交流，来全面了解电影的真谛。”

在皮克福德中心，第一个议题的

重点是使用学院色彩编码系统的创造性

优势。“学院色彩编码系统集合了一整

套数字电影的数据、元数据和文件格式

规范，”环球影业创意技术副总裁兼学

院色彩编码系统项目主席张安妮

（Annie Chang）说，“SMPTE标准参数

将帮助你完成想要的画面，可在摄影

机、数字影像技师设备手推车、色彩矫

正器与视觉特效软件中实现，是清晰的

色彩沟通的基础。”

“它推动我们去解决一些关键环节

上的问题，这对保证色彩在每种显示器

上都能始终如一地复现是十分必要的，

”张继续说，“你打算使用哪种LUT？这

些LUT是谁制作的？对每种显示器都适

用吗？这些问题很重要，但是我们有时

候会忘记事先弄清楚。解决这些问题会

在工作流程中最大化图像保真度，缩短

预调色周期，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创意的

部分。这样一来，无需运用专利技术也

能制作HDR和广色域的成片，从而

提供了可供未来修改和制作的存档素

材。”

AMPAS的发表还包括LED等固态

照明源的开发，以及学院最近的技术成

就。在固态照明方面，ASC协会成员约

书亚·派因斯（Joshua Pines）和乔治·杰
伯拉夫（George Joblove）探讨了光谱

相似性指数（SSI），该指数专门为固

态照明灯具的光谱评估而设计。“我们

能看到颜色一般有三个不可或缺的部

跨越国境

1. 与会者到达皮克福德电影研究中心。
2. 来自德国的罗尔夫·克朗斯（Rolf
Coulanges, BVK）（左）与来自葡萄牙
的托尼·科斯塔（Tony Costa, AIP）交
谈。
3. AMPAS院长约翰·贝利与参会者交
谈。
4. 左起：张安妮、杰夫·博伊尔（Geoff
Boyle, NSC, FBKS）和安德鲁·舒尔康
德（Andrew Shulkind）在林伍德邓恩剧
院谈论学院色彩编码系统。
5. 准会员约书亚·派因斯讲述固体光源。
6. 参会者前往下一个地点。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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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国境
分：光源、自身带有反光特性的反光物

质，以及我们的眼睛，”派因斯说，“不
幸的是，我们工作的世界却并不是这样

的。虽然有一样的光源和物体，但是我

们用摄影机代替眼睛去观看物体，然后

经过色彩校正、各种图像显示器，再由

眼睛去观看显示器上的图像。所以，这

个过程要复杂的多。出于分析固态光源

的目的，我们可以将关注范围缩小到图

像捕捉环节。” 

“灯具的光品质可以用显色指数

（CRI）来描述，但它只描述了眼睛看

到的颜色，而不是摄影机所捕捉到的颜

色，”他接着解释到，“人眼、胶片和数

字摄影机对光的捕捉是不同的——摄影

灯的光谱会影响演员的肤色、妆面、服

装、道具和布景。”

下面详细列出了会上部分其他主

要的演讲和讨论：

•《心理神探》视觉呈现方式的创
作

参观位于好莱坞的杜比HDR影院

时，我们领略了杜比视界展示系统的功

能，话题也随之转到这部带有大卫·芬
奇风格的Netflix剧集的后期工作上。该

剧第一季由克里斯托弗·普罗布斯特

（Christopher Probst, ASC）和埃里克·梅
塞施密特（Erik Messerschmidt）担任摄

影指导。

• ICS代表团发言——第一部分
在ASC俱乐部，我们为与会者提供

了与大家分享讯息和自己见解的时间，

内容广泛，从最新技术进展和IMAGO
（欧洲电影摄影师联合会）的全球影响

力，到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观众如何感知

画面。

• 新一代影院液晶显示样品展示
与会者前往附近的Pacific Winnetka

剧院体验了一把新一代三星HDR自发

光影院屏幕。由比尔 ·贝内特（Bill
Bennett, ASC）进行HDR测试，他们在

那里放映了ASC的StEM演示片段，以

及HDR短片《子午线》，该片由柯蒂

斯·克拉克（Bill Bennett, ASC）执导，

马库斯·费德赫（Markus Förderer, BV
K）担任摄影指导（16年10月刊）

• 齐聚Panavision公司：大画幅电
影制作

1. 参会者正在杜比放映室落座。
2. 辛西娅·普谢克（Cynthia
Pusheck, ASC）。
3. 左起：ASC唐纳德·A·摩根
（Donald A. Morgan）、普谢
克、约翰·西蒙斯（John Si-
mmons）、南希·施莱博（Na-
ncy Schreiber）与Local 600全
国多样性主任苏美拉·科姆里
（Xiomara Comrie）在俱乐部
的小组座谈会上。
4. 准成员杰伊·霍尔本（Jay
Holben）。
5. 约翰逊（Ron Johanson,
ACS）分享他的见解。
6. IMAGO代表菲利普·罗斯
（Philippe Ros, AFC）。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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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协会成员兼Panavision公司光

学工程副总裁丹·沙沙贵（Dan Sasaki）
发表了对公司为大画幅胶片和数字电影

所设计的最新镜头的看法。随后，同样

是协会成员兼公司创新高级副总裁迈克

尔·乔尼（Michael Cioni）与大家一起谈

论了DXL2摄影机系统和它的8K分辨率

性能。

•当胶片遇上数字
FotoKem是如今洛杉矶最大的提供

全方位服务的实验室，在那里，史蒂

夫·叶德林（Steve Yedlin, ASC）讲述了

他在电影《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

士》（18年2月刊）中的工作，详细解

说了后期制作过程中的画面处理和控制

方法，正是这些使得他可以将胶片和数

字格式无缝融合。

• ASC代表团发言——第二部分
第二轮与会者发言期间，ASC视觉

委员会成员探讨了创造机遇、实现团队

多样化的重要性。现场放映了一部关于

一位广受尊敬的摄影指导——罗比·穆
勒（Robby Müller, NSC, BVK）的最新

纪录片。IATSE Local 600主席史蒂文·
鲍斯特（Steven Poster, ASC）及他的工

会同事也为大家分享了一部样片，该片

讲述了遵循哪些关键步骤可以保证剧组

人员在片场的安全，让人大开眼界，受

益良多。

•关于电影摄影的商务内容
梅德斯维奇就该话题主持了两场

会议。第一场主要由来自Netflix公司和

亚马逊工作室的代表们讨论他们各自对

未来电影制作的新想法以及技术上的要

求。第二场则由顶级经纪人为大家坦言

近期招聘趋势，以及电影摄影师们提升

自我、创建事业的方式相较以往有何变

化。此后，参会团体还放映了其会员们

过去以及现在的作品集。

“作为国际电影摄影峰会主办方，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举办这个活动，还要

给各位来宾提供一个平台，为大家展示

他们的工作，以合作和友爱的精神为大

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梅德斯维

奇总结到，“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峰会

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期间大家的密

切合作和团结友爱将会被永远铭记。随

着我们的职业日常所面临的变化和挑

战，如今比以往更加需要加强全球电影

摄影师群体的联系。在这场我们自主引

跨越国境

1. Local 600全国主席史蒂文·
鲍斯特。
2. 奥斯特鲁姆为大家讲话。
3. 奈杰尔·沃尔特斯（Nigel
Walters, BSC）分享他的见
解。
4.5：梅德斯维奇主持，与代理
商经纪人们讨论电影摄影商务就
电影摄影业务进行讨论。

5.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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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的浪潮中，能够站在最前列，ASC
何其所幸！”

黛博拉·考夫曼（Debra Kaufman）补充

报道。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国际电影摄影峰会的

话题讨论，请登录bit.ly/ASCICS2018。

Arri
Bright Tangerine
Camadeus Film 
     Technologies
Company 3 – EFilm
CW Sonderoptic 
     (Leitz Cine Wetzlar)
Duclos Lenses
Fujifilm Fujinon
J.L. Fisher
K 5600
Kino Flo

LiteGear
Mole-Richardson Co.
NBCUniversal
Panasonic
Panavision/Light Iron
Red Digital Cinema
Rosco
Schneider Optics
Sim
The Tiffen Co.
The Vitec Group – Anton 
     Bauer/Litepanels 

仅在此向所有促成国际电影摄
影峰会成功开展的赞助商致以
感谢：

特别感谢在为期四天的峰会
中主办展映的公司和组织：

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AMPAS

Dolby

Imax

FotoKem

Pacific Winnetka 剧院

Pana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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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贝克（Mat Beck, ASC）

人物聚焦
您小时候印象最深的电影有哪

些？
我的小学有周六电影放映活

动，我记得当时我们吃着爆米花和

花生观看《黄巾骑兵队》！电影画

面色彩绚丽、有鲜活的马群、震撼

的空间！那部电影显得比生活更宏

伟，比现实更身临其境！

您目前或者说曾经最景仰的摄
影师是哪几位

有迪恩 ·赛姆勒 (Dean Semler,
ASC, ACS)，维托里奥 ·斯托拉罗

(Vittorio Storaro, ASC, AIC)，斯文·尼
科维斯特(Sven Nykvist, ASC)，欧文·
罗兹曼(Owen Roizman, ASC)等等。

是什么激发了您对摄影的兴趣？
九岁左右的时候，我把我爸爸的Sawyer牌的“现实主

义者”立体照相机拿来玩。我看到了立体的尼亚加拉瀑

布！

您是在哪儿接受的摄影训练以及教育？
我在哈佛大学修了几门电影课。在其中最棒的一门

课上，他们会给你一台Bolex摄影机和几百块钱预算，然

后说“去拍吧。”我还在波士顿用Éclair NPR摄影机拍过一

些纪录片。

您的启蒙老师是谁？
首先是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他是一位教

授，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为人和善。他非常善于

把一连串唯美的意象快速切割开来，形成一种迷幻的画

面感。我在他位于阿斯彭的家里完成了学生时代的毕业

影片。然后是瑞奇·利科克(Ricky Leacock)，他是一位纪录

片大师，我受雇参与了他的一个混合媒体歌剧的制作。

接着是约翰·戴克斯特拉(John Dykstra, ASC)以及Apogee的
工作人员，他们对我足够信任并给了我拍摄的机会。理

查德·艾德兰德(Richard Edlund, ASC)为我提供极好器材和

他对于画面的理解。比尔·巴特勒(Bill Butler, ASC)在我拍

摄《凌云壮志》时为我解决了燃眉之急。他们都是慷慨

大方、才华横溢的杰出人物。

请列举出几个对您的艺术风格产生影响的关键人
物

伦勃朗(Rembrandt)，然后是约翰·辛格尔·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委拉斯开(Velázquez), 霍克尼(Hockney)，
以及霍普(Hopper)。他们都是构图与用光的大师，都致力

于捕捉人性。接着是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和尤金·
史密斯(W. Eugene Smith)。此外还有一些伟大的城市建筑

和桥梁，例如葡萄牙的波尔图。

您是从何破冰进入行业内的？
我找到Apogee，那是约翰·戴克斯特拉(John Dykstra)

的视觉特效公司，前台的人叫我走开。但通过一点点运

气和自己的坚持不懈，我那单薄的简历还是被送到了约

翰·戴克斯特拉的面前，他的第一句评价是“会玩滑翔翼！

很棒啊！”他们雇佣我去设计视觉特效中出现的软件和电

子设备，因为阿尔·米勒(Al Miller)
看好我。后来我告诉约翰我想使用

我参与研发的摄影机控制器，他托

着脑袋想了一会儿。两周后我拥有

了自己的摄影棚，并且已经构想出

传送器光束故障的画面了。

你在拍摄过程中最有成就感
的时刻是？

每当我从“这个任务怎么可能

完成嘛！”的阶段过渡到“这好酷

啊！”的时候；或者只要我不从直

升机里掉出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犯过一些印象深刻
的大错？

有几次是因为说话的时机不

对。多数失误的起因则是太过于小心翼翼。还有一次我

设错了闹钟，结果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的日出航拍迟到

了。我跳上飞机说，“我们出发吧”。后来副导演提到他

当时对我没有道歉很是惊讶。制片人则表示，“为什么要

对时间耿耿于怀呢？如果我们拍到了满意的内容，那便

无伤大雅；如果我们没拍到，谴责也于事无补呀。”我们

还是拍到了那个镜头，此后我又多买了两个闹钟。

你获得的最好的专业性建议是什么？

罗杰·多尼(Roger Dorney)曾经说过，“不要忘了你的

车在哪或者门朝哪里开”。格兰特·麦丘恩 (Grant McCune)
有这样一句话，“即使你不确定，也要装作确定的样子。

我们拥有智慧，我们总会找到办法。”
最近有哪些书、电影或者艺术作品给予你灵感？
洛杉矶艺术博物馆的霍克尼作品展。那里展出的不

少他以摄影为基础的作品，而是一些简单却富有洞察力

的肖像画。还有电影《爱乐之城》，电影《我，花样女

王》我也非常喜欢。

有什么作品类型是您特别喜欢或者想要尝试的吗？
一部集齐黑色、科幻、悬疑元素的喜剧片如何？

如果不做摄影师，您可能会做什么职业？
可能会当老师，发明家，或者建造者。

是哪几位ASC摄影师推荐你入会的？
拉塞尔·卡朋特(Russel Carpenter)，艾伦·达维奥(Allen

Daviau)和罗恩·加西亚(Ron Garcia)。

加入ASC对您的生活和职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说过多次，ASC是我目前加入的最好的组织。有

幸成为最优秀的电影摄影师群体的一员是十分震撼人心

的经历。入会之后我告诉母亲，我很遗憾没能拿到博士

或硕士学位，但是加入ASC是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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