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揭开幕后英雄“神秘面纱”

从几年前被影迷讥笑，到出现《流
浪地球》这样的现象级作品，国内特效
行业的进步有目共睹。《流浪地球》中
呈现出的逼真特效技术，不仅让这部
电影“封神”，而且也开启了中国科幻
片的元年。

这部影片大部分特效由国内顶级
视觉特效公司MORE VFX参与制作
完成。去年9月，该公司的分公司在成
都正式成立，这是MORE VFX公司目
前唯一的分公司，也是这家中国体量
最大的视觉特效公司现有的两个制作
基地之一，另一个在北京。

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聚在一起
“化腐朽为神奇”，将肉眼难以见到的
宇宙奇观化为大银幕上的逼真影像？
带着这个疑问，记者走进了这家公司
的成都分公司。

该公司位于一大型购物商场旁的
写字楼内，里面数百平米的大办公区
没有隔断，密密麻麻摆满电脑，几十位
年轻人端坐电脑前，神情专注地做着
贴图、建模、渲染等工作，没有任何喧
哗，只听见鼠标的滴答声。

“我们的工作环境没啥值得炫耀
的，就像一个大网吧。”该公司成都分
公司运营总监刘姗姗笑道。这位出生
于1988年的河南姑娘在这个特效团队
里已算是资历较老的“大姐大”了，她
介绍说：“我们团队总共200多个人，北
京公司80后多一些，成都这边90后的
比例占到80%。”

此时此刻，成都分公司的特效师
们正火力全开地进行电影《征途》的后
期制作，这部根据当年超人气同名网
游改编的奇幻古装大片将于今年暑期
上映，这也是他们在继《流浪地球》之
后接的另一个“大单”。接下来，他们
还要制作路阳导演新片《刺杀小说家》
的视觉特效。

做视觉特效最需要情怀

《流浪地球》火了之后，对国内很
多小孩子而言，吸引他们的已不再是
电影本身或者是模型、手办等电影后
产品，他们未来的人生规划里，电脑视

觉特效已占有一席之地。当年刘姗姗
进入这个领域也和科幻电影有直接的
关联。

小时候，刘姗姗特别爱看《机械
战警》《终结者》《X战警》等科幻片，
她梦想着自己也能拍出这么炫酷的
电影。跟随着初心，以及家人的支
持，这位河南妹子考入川音影视学
院，选择了影视动画专业。毕业后，
北漂的她被成立不久的MORE VFX
招致麾下，如今又随着公司南下发展
再次回到成都。

和刘姗姗一样，对动画视效有着
不灭情怀的还有王政。作为该公司成
都分公司的材质贴图艺术家，身为哈
尔滨人的王政，也和北京的同事一起
成为“蓉漂”。王政虽不到30岁，但却
是特效这一行当里的“老司机”，经他
手的国产大片除了《流浪地球》，还有
《羞羞的铁拳》《一出好戏》《悟空传》
《绣春刀》等。其中《羞羞的铁拳》是他
从进组就一直跟到后期的一部电影，
所以他的办公桌上放了一个萌感十足
的电影纪念口杯。

王政说：“很多人觉得参与制作电
影，是娱乐产业链的一个环节，因此会
很有意思和神奇感。其实电影特效并
不神秘，就是靠对真实环境的理解，去
模拟不存在的东西，让它在现实里看
起来合理。”他认为，做电脑特效其实
是特理想主义的行业，这里面十之七
八的从业者都是由于从小对电影的热
爱才入行。

另一位还不满30岁的“老司机”王
嵬则在这一行奋斗了近十年，他从毕
业扎进这个领域就没离开过。王嵬
说：“我参与制作了《流浪地球》里的控
制中心和矿场道具。当时公司上下所
有员工加班加点为这部电影做特效，
前后忙碌了三个多月，当时做完特效
后其实对《流浪地球》没有整体概念，
直到看了电影才发现比预期值高很
多。”说到这里，这位90后艺术家充满
了自豪。

特效师把成都当第二故乡

据了解，《流浪地球》共有2003个
特效镜头，由国内几家主要特效公司

分工合作完成。MoreVFX公司负责
了800多个镜头。接下来，他们面临最
大的挑战是刚刚杀青的奇幻大片《刺
杀小说家》，因为该片的全部特效几乎
都由该公司特效团队承包。电影中的
难点之一是涉及许多复杂的生物特
效，而国内的特效公司在此之前还没
有对生物特效制作特别成功的经验。

成都分公司的大部分员工都是外
地人，他们在成都生活和工作了大半
年后，很多人爱上了这座城市。王政
说：“成都有着让人惊讶的包容性。”刘
姗姗当年在成都读了四年大学，已把
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这次回蓉打拼，
让她有“回家”的感觉。

刘姗姗说：“我们在考察了很多城
市后发现，成都无论在经济、科技、文
化、人才储备等方面已具备视效公司
发展的必要条件。成都这两年的发展
很快，尤其是高新区对文创产业的扶
持力度很大，比如给我们定制了企业
包，帮助我们在这里扎根。正因为此，
分公司自成立以后，有越来越多的优
秀人员加入我们。”MORE VFX下一
步计划在成都建立千人制作基地，并
将制作重心从北京迁移至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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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青春力量激荡，让青春正气昂
扬。

封面新闻长期面向全社会，公开
征集“你心中的新青年”人选。

哪些向前奔跑的身影曾感动过
你？

快来给我们推荐吧！

欢迎通过封面新闻APP的爆
料平台，推荐你心目中能够
代表中国力量的新青年；与
此同时，也可以在封面新闻
微博、微信等平台的相关稿
件下方留言，欢迎向我们推
荐。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国、热爱
人民、热爱社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法，品德
高尚，甘于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习，善于
创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职岗位上
取得突出成绩，具有良好的
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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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上发布虚假广告
成华区某医院被罚56万

针对保健类、医疗类广告行业乱
象，成都成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大
打击力度，坚决从严查处。近日，该局
对成都某医院发布违法广告的行为处
以行政罚款56万元。

据了解，该医院在网站首页上发
布有对该院“腹腔镜治疗胆囊结石”、

“中西医科三联疗法”等治疗效果的描
述，但是无法提供其广告内容真实性
的验证材料。

据了解，“春雷行动 2019”开展
两个多月，该局已对辖区内8家保健
品经营企业、13家医院、32家诊所发
布的户外及互联网广告进行了检查，
行政约谈10家保健、医疗机构，立案
调查涉嫌违反广告法律法规的医院
3家。

金堂开展专项行动
扣押80桶“歪”漆
为净化市场环境，成都金堂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一场针对油漆行
业的打击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专项执
法行动。

3月27日，该局执法人员兵分三
路，对金堂县竹篙镇内多家油漆经营
门店进行突击检查。在企业打假人员
的配合下，现场通过技术手段对相关
油漆产品的真伪做了初步鉴定。

此次行动共发现涉嫌违法商户3
家，查获涉嫌侵犯“立邦”、“多乐士”注
册商标专用权的油漆产品共计80桶，
货值金额4万余元。执法人员当即依
法对涉案油漆产品进行扣押，并立案
进行后续调查处理。秉着执法打击与
教育规范并重的原则，执法人员现场
还对经营商户宣传法律法规，告诫其
规范进货渠道、严格履行索证索票义
务，督促其立即整改、合法经营。

汉巴南铁路
南充至巴中段可研获批

设计时速250公里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罗田怡）4月
3日，记者从省发展和改革委获得消
息，近日，省发展和改革委对新建汉中
至巴中至南充铁路南充至巴中段可行
性研究报告进行了批复。

据了解，汉巴南铁路南充至巴中
段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和《成
渝地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2015—
2020年）》规划项目，是四川省主导的
城际铁路项目，由省铁投集团公司和
南充市、巴中市人民政府共同筹资建
设。汉巴南城际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作
为业主负责项目建设和经营管理。

该项目起自南充市顺庆区，经南
部县、蓬安县、仪陇县、巴中市恩阳区
至巴州区。该项目为客运专线，双线，
设计行车速度250公里/小时，正线全
长151.9公里，项目投资估算总额为
225亿元，预计年内开工建设，建设工
期4.5年。

该项目的实施，是加快构建广泛
覆盖、便捷高效、层次明晰的现代铁路
运输体系，落实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
部署，加快构建“一干多支、五区协同”
发展新格局和推动形成“四向拓展、全
域开放”立体全面开放新态势的重要
举措，为打通成都平原经济区与川东
北经济区便捷通道，完善城际铁路网
络布局，保持铁路领域基础设施补短
板力度，助力革命老区打赢脱贫攻坚
战等，具有重大意义。

两网约车司机醉驾
被禁驾10年追究刑责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何方迪）网

约车司机一旦酒驾，危害的不仅是司
机本人。4月2日0时16分许，驾驶员
王某勇驾驶车牌号为川A3N×××
的白色小型轿车行驶至成都二环路
东五段附近时被民警拦下检查。经
查驾驶员王某勇酒精呼气检测值为
118毫克/100毫升，涉嫌醉酒后驾驶
机动车。

王某被查的同时，同一个地点，驾
驶员徐某海也遭了。经查，驾驶员徐
某海酒精呼气检测值为111毫克/100
毫升，同样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民警还发现，两人不仅认识，而且
驾驶的均是网约车，只是所属不同公
司。当天两人相约喝酒，酒足饭饱后
两人开车回家，谁知刚驾驶几百米就
被民警逮个正着。

目前王某勇和徐某海两人被刑
拘，而且面临吊销驾驶证，10年内不
能取得驾驶证，同时6个月以下拘役
的处罚。

案情虽告一段落，但警示教育未
结束。3日下午，成都交警三分局约谈
该案涉及到的网约车公司负责人黄经
理，要求网约车公司加强对驾驶员的
交通安全管理，文明守法上路。

黄经理称：“公司每个月都有一到
两次交通安全培训，同时会定期推送
交通法规方面的知识给驾驶员。”只是
没料到仍有司机违反《道法》，酒后驾
驶。黄经理表示，目前已吊销涉案驾
驶员资质，并自动解除合同。

交警三分局民警李明昭说：“网约
车公司或平台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同
时，希望他们为广大市民提供的是安
全、高效、文明的行车环境和秩序。”

《流浪地球》特效口碑炸裂

这群成都“光影魔术师”功不可没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
发19个扶贫专项2019年实施方案，计
划投入资金1320.74亿元，聚焦“两不
愁、三保障”标准，确保完成四川31个贫
困县、1482个贫困村、50万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脱贫的年度目标任务。

这19个扶贫专项包括农业产业扶
贫、工业产业扶贫、商务扶贫、农村土地
整治扶贫、科技扶贫、文化扶贫、生态建
设扶贫、贫困家庭技能培训和就业促
进、社会保障扶贫、新村建设扶贫、易地
扶贫搬迁、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交通建
设扶贫、水利建设扶贫、信息通信建设
扶贫、社会扶贫、财政扶贫和金融扶
贫。每个方案均包括年度目标、重点工
作、资金筹措等内容，资金清单和项目
清单一并印发，成为该领域的年度扶贫

“施工图”。
与去年的22个专项相比，今年少了

旅游扶贫、电力建设扶贫和农村能源建
设扶贫等3个专项。“3个专项目标均已
完成，今年不再编制。”省脱贫办相关负
责人说。

从投入看，19个专项总投入较去
年增长47亿元。其中，教育扶贫专项
增长最多，为去年投入的两倍。今年，
四川要确保106.13万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学生得到有效资助，还将从援彝教
师中择优遴选50名教师，到当地薄弱
学校任“第一校长”，整体提升学校办
学质量。

从专项看，交通领域投入最多，达
516亿元。今年四川将新增一个贫困县
（通江县）高速公路直通；新改建农村公

路5000公里，实现所有乡镇通油路、所
有建制村通硬化路。其他基础设施建
设的年度目标还包括：全面稳定地解决
12.689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饮水问
题，实施深度贫困县重点道路沿线移动
通信网络覆盖工程。

从减贫方式看，产业和就业依然是
重头戏。今年四川将有19.28万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通过发展农业产业脱贫，同
时实现贫困家庭劳动力新增转移就业
10万人。农业园区建设将是产业扶贫
重点，161 个有扶贫任务的县将创建
150个现代农业园区；就业方面，贫困家
庭劳动力参加培训将达10万人以上，力
争新建就业扶贫车间30个以上。

从项目分布看，将重点向深贫地
区尤其是凉山彝区倾斜。健康扶贫专

项提出，确保贫困患者县域内住院和
慢性病门诊维持治疗医疗费用个人支
付占比均控制在10%以内，深度贫困
地区进一步控制在5%以内；农业产业
扶贫专项明确，在45个深度贫困县新
建高标准农田19万亩，重点支持凉山
州11个县到2020年分别创建一个现
代农业园区。

今年，四川还将对20.6746万农村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计划实施扶贫新村建设1494个，完成
31509户藏区新居、彝家新寨住房建设，
基本完成存量建档立卡贫困户农村危
房改造，同时继续推进创新扶贫产品销
售体系建设，计划赴浙江等地举办“四
川扶贫”产品展销活动。

川报观察记者 侯冲

四川2019年扶贫“施工图”出炉
19个专项总投资达1320亿元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雪）4月3日
15点30分，大熊猫“星二”“毛二”赴丹
麦欢送仪式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隆重举行。两只大熊猫于4日7点30分
从成都启程前往丹麦，入住哥本哈根动
物园。

早在2014年，丹麦女王来华进行国
事访问期间，中丹两国就开展大熊猫研
究合作达成共识。2017年5月3日，中
国动物园协会与丹麦哥本哈根动物园正
式签署《中丹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协
议》。

经国家林草局、中国动物园协会安
排，由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作为中

丹大熊猫国际合作大熊猫提供和技术支
持单位。后经专家遴选，成都大熊猫

“星二”（谱系号900）、“毛二”（谱系号
919，乳名“毛笋”）将旅居丹麦哥本哈根
动物园开展为期十五年的大熊猫科研保
护国际合作。

仪式最后，丹麦驻华大使馆公使衔
参赞罗蔓蕊将大熊猫“星二”“毛二”的签
证交予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书记、
主任张志和，双方完成交接仪式。

□简介

大熊猫星二：谱系号900，雄性。出
生于2013年 8月 23日，父亲是大熊猫

“勇勇”，母亲是大熊猫“星蓉”。性格活
泼，爱爬树，爱泡澡。

大熊猫毛二：谱系号 919，乳名毛
笋，雌性。出生于2014年7月26日，父
亲是大熊猫“雄浜”，母亲是大熊猫“福
娃”。性格文静，不爱动，爱独处。

“出差”童话王国15年
大熊猫“星二”“毛二”今日飞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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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质贴图艺术家王政。

材质贴图艺术家王嵬。

运营总监刘姗姗。

《流浪地球》从2月5日上映
后，凭借气势磅礴的视效与
动人的父子情获得大众的喜

爱与支持。截至3月25日，上映50
天票房突破46亿元，海外票房接近
4500万元人民币，成为中国继《战狼
Ⅱ》之后最卖座的电影。

这部国产科幻片中海量的特效
镜头为影片加分不少，其品质堪比
任何一部好莱坞大片，影片中 800
多个电脑CG场景都出自国内顶级
特效公司MORE VFX，而该公司成
都分公司的不少艺术家都参与了制
作。

近日，记者探访了该公司位于
成都市高新区的工作室，发现这些

“点石成金”的“光影魔术师”大部分
是90后年轻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帆

为电影《流浪地球》制作特效的MORE VFX成都分公司团队大部分是90后。

“星二”。

“毛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