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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梅西做代言是最正确的选择”
蒙牛CEO卢敏放做客央视聊“要强”

历经一个月的鏖
战，俄罗斯世界杯终
于落下大幕。本届世
界杯冷门频出的剧情
让球迷的心情激荡起
伏，而不少外国球迷
也通过比赛一下子认
识了很多中国品牌。
作为世界杯史上第一
家乳业赞助商，蒙牛
的全汉字广告惊艳赛
场，而梅西主演的电
视广告片更让“我不
是天生强大、我只是
天生要强”的口号成
为互联网上的热词。7
月 15日，蒙牛集团
CEO卢敏放做客中
央电视台莫斯科红场
演播室，畅谈首次参
与世界杯的收获，也
回应了关于蒙牛和梅
西的热辣问题。

自2017年12月宣布成为世界杯全球官
方赞助商以来，蒙牛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精彩
的线上、线下市场活动和引爆全国的公益行
动《踢球吧！少年强》。梅西主演的电视广告
片还成为了世界杯期间最火的场外话题。

“大手笔赞助体育赛事，我们已经不是第一
次了。作为一家乳企，蒙牛与体育运动的关
系非常密切。”卢敏放认为，牛奶和体育运动
之间有很强的关联，它们都能够给人们带来
健康和欢乐。

蒙牛在牵手世界杯之前，已经与NBA实
现了连续10余年的战略合作，在田径、游泳、
搏击、冰雪等项目上，也有很大投入。他表
示，这次成为世界杯全球赞助商，蒙牛不光
是为了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全球影响力、向世
界传递“自然力量·天生要强”的品牌主张，
还希望为中国的食品行业、特别是民族乳业

“走出去”发挥引领和推动作用。蒙牛更希望
本次参与世界杯，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关
注并参与足球运动，从而为中国足球事业的
整体发展加一把劲。

本届世界杯开始前，梅
西是最受瞩目的球员之一，
他率领的阿根廷队也被视
作夺冠大热门。然而最终止
步第一轮淘汰赛的成绩，让
不少阿根廷球迷和梅西的
粉丝心伤，网上也出现了不
少涉及蒙牛的段子。“阿根
廷和梅西的成绩让蒙牛尴
尬吗？”面对主持人抛出的
热辣提问，卢敏放表示，当
初蒙牛选择代言人的时候，
确实讨论研究过阿根廷在
比赛中能走多远，但那从来
都不是决定性因素。“毕竟，
选代言人不是猜冠军，蒙牛
更看重的是梅西的性格、品
质中那份独特的精神。”卢
敏放表示，广告片中的剧情

非常写实——梅西并不是
天生就具备“球星”条件的
球员，但他通过后天不断努
力，一次次战胜挫折，获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这届世界杯上，阿根廷
队遇到了很多麻烦，但梅西
没有被种种不利因素压垮，
他不但用关键的进球和助攻
带领球队奇迹般地小组出
线，更在团结队友、稳定军心
方面做了一名队长应该做的
一切。“我们相信，每个人身
上都蕴藏着梅西这种天生要
强的自然力量，它将激励我
们战胜挫折和困难，朝着人
生的目标不断迈进，这正是
蒙牛想传递给世界的一种信
念。”卢敏放说。

本届世界杯期间，蒙牛
发起了足球公益行动《踢球
吧！少年强》。从全国遴选出
的88名少年球员，登上了世
界杯8场关键战的赛场，体
验顶级大赛的魅力，向世界
展现中国小球员风采。利用
非常珍贵的赞助商权益做
公益活动，蒙牛这么做的初
衷是什么？卢敏放表示，一
个国家足球成功的根基在青
少年足球。作为一家民族乳
企，蒙牛一直将助力青少年
健康成长作为企业的重要责
任。在与国际足联的携手努
力下，蒙牛为中国小球员争
取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
赛场亮相机会。“这不光是为
88个孩子圆一个梦，更期盼
通过他们向全中国的足球少
年播撒希望。”

7月4日，国际足联组织
随《踢球吧！少年强》活动来
到俄罗斯的蒙牛中国少年队
与俄罗斯的少年队进行了一
场友谊赛，中国小球员不但
以绝对优势战胜对手，而且
在个人技术、整体配合上表
现出了很高的水平，让俄方
的教练和球员都很佩服。卢
敏放表示，“在本次‘踢球吧！
少年强’活动中，我们看到中
国有那么多青少年热爱足球
运动，还看到了他们的高超
球技，这让我们对中国足球
的未来充满希望。蒙牛愿意
联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帮助
更多中国少年爱上足球运
动、接受足球训练，让积极向
上的足球文化成为我们实现
中国梦的社会正能量！”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牛奶和体育
本是天生一对

梅西做代言
最正确的选择

助力小球员
编织中国足球希望

80后李赓在高中时期接触了很
多“非常震撼”的特效电影，但印象最
深的不是以特效为卖点的科幻片，而
是《阿甘正传》。

“它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个羽毛
我不知道它怎么拍出来的，但这个
羽毛能飘到它想去的地方。”李赓查
阅大量资料研究其中的原理。这种
好奇心慢慢滋生了学习的动力，李
赓最终选择了中国传媒大学的相关
专业，毕业后顺利地进入了Base FX
和这个行业，李赓和“羽毛”飘到了
想去的地方。

但李赓不认为“科班出身”是唯
一的从业路径，“我们这个行业门槛
不高”，作为基础要求的软件操作，李
赓表示可以通过自学或参与培训的
方式掌握。“Base FX有OpenHouse这
样的公司开放项目帮助年轻人了解
（特效师）这份工作，也有BaseAcade-
my这样的培训学校系统教授相关知
识。”但要想达到更高的层次，例如和
姜文这样级别的导演沟通，“需要（积
累）很多”，李赓个人也将回到成都开
办一些讲座，帮助有梦想的年轻人。

除了《星球大战7：原力觉醒》、
《变形金刚4》等好莱坞巨制，李赓也
是《唐人街探案2》的特效总监，除了

《邪不压正》，李赓透露，Base FX还
将有更多参与的作品在大银幕与观
众见面，包括好莱坞大片。在《邪不
压正》的后期特效制作中，片方和特
效制片人Jessica选择了包括李赓所
在Base FX公司在内的四五家制作
公司，“据我了解，大概只有一家国
外公司”，李赓认为这是对国内特效
制作水平的认可，“片方开始信任国
内的制作团队。”但李赓仍然指出，
和好莱坞公司相比，“差距在缩小，
但仍然很大。”

“工业光魔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不
好说超越，但至少希望和工业光魔做
到一样，深化合作。”工业光魔公司代
表着世界电影特效行业顶尖的制作水
准，成都人李赓的“羽毛”没有停下。

电影《邪不压正》的特效师李赓，是个成都小伙

“一个火车进站的镜头要制作3个月”

姜文导演的新片
《邪不压正》正在热
映，电影中不少精彩
的特效镜头被影迷津
津乐道。《邪不压正》
的故事发生在北平，
但想要还原北京旧日
风貌并非易事，借助
CG特效，姜文竟然打
造出了老北京城的风
味儿。近日，成都商报
记者专访了《邪不压
正》的特效师李赓，试
图从后期特效制作管
窥电影更多细节。

李赓是成都人，
也是国内顶级特效制
作公司Base FX公
司的项目总监，谈到
《邪不压正》的后期特
效制作，“姜文导演要
求百分之百。”李赓反
复强调说，“比之前的
（姜文作品）都更加精
益求精。”

“阿拉伯艺术节”昨在蓉开幕

昨日，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外交
部、四川省人民政府、阿拉伯国家联盟
共同主办的第四届“阿拉伯艺术节”在
成都博物馆举行了开幕式。本届“阿拉
伯艺术节”将以“丝路相连，民心相通”
为主题，共计举办20余项文化交流活
动。其中在成都举办的重点及配套活
动共18项，包括中阿文化部长论坛、中
阿城市文化和旅游论坛、“意会中国
——阿拉伯知名艺术家访华采风10周
年大展”、“丝路花开——阿拉伯文艺
精品汇演”、阿拉伯诗歌之夜等，通过
集中展示中阿在“一带一路”文化合作
框架下的最新交流合作成果，进一步
推动中阿文化关系发展。昨日，“阿拉
伯风情服饰秀”“阿拉伯美食节”以及

“意会中国——阿拉伯知名艺术家访
华采风10周年大展”成都站也在成博
同期开幕，成都市民们在家门口就可
以欣赏到来自阿拉伯的艺术。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在展览现场
看到，“意会中国——阿拉伯知名艺术
家访华采风10周年大展”展出了来自
阿拉伯各国艺术家创作的精品力作。
自2009年始，“意会中国——阿拉伯知
名艺术家访华采风创作活动”，邀请阿
拉伯各国画家、雕塑家来华进行采风交
流、创作展览。艺术家们用眼睛观察中
国、用心灵感受中国，访华期间不仅参
观考察了名山大川、人文古迹；并与当
地艺术院校、艺术家进行友好交流，最
后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进行
艺术创作。这些作品既展现了阿拉伯艺
术家对中国风土人情的直观体验和认
知，同时又将阿拉伯文化多维度地反映
在了这些作品之上。在感受中华大地自
然风物、人文胜迹的同时，艺术家们用
画笔和刻刀描绘出中国的自然风景和
人文风情，呈现在艺术家们作品中的高
山大川和名胜古迹，蔚为大观。此次展
览是从436件作品中精选了45幅绘画
和20件雕塑作品，进行展出。记者还发
现，包括尚仲敏在内的著名诗人也以
嘉宾身份亮相此次展览。据悉，此次展
览将持续至8月5日，免费向观众开放。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让李赓棘手的是，姜文会根
据自己的感觉、印象去兑现视听
语言，他希望观众能感受到他所
感受到的画面，所以偶尔所呈现
出来的效果不一定完全精确，但
是却完全符合导演对它的印象。
例如对琼岛白塔的呈现上，Base
FX的团队按照实际测量的尺寸
制作，但没有符合姜文的感觉，

“我印象中白塔是很胖的”，姜文
从小生活在内务部街11号，他想
要呈现的白塔不能和自己的童年
回忆有一丝缝隙，他甚至当天就

带着团队去白塔前用手机实地拍
了参考资料发给我们。姜文对制
作的要求是“很讲究的”，李赓对
这种“讲究”印象深刻。最后，姜文
给了一个词来描述他脑海里的白
塔——“sexy（性感）”。李赓和团
队经过一次次修改，制作不同的
版本，最终达到了要求。

姜文的反馈是“姜文式”的。
“不会说得特别直白，不会直接说
要多高、多大，很多时候他会说这
个不对，它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
感觉。”姜文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和

李赓沟通，但他的强势没有压制
特效制作团队的发挥空间，这种
方式反而在制作中激发了团队的
想象力。“实拍（素材）是基础。”李
赓认为扎实的实拍素材是优秀特
效的基本。例如在一些冲突的枪
战中，后期特效的合成需要仰仗
前期拍摄没有漏洞。

李赓是姜文的影迷，“和之前
（姜文作品）都不太一样。片子剪
辑的节奏、台词的精炼都不同以
往。”李赓很享受和姜文的沟通，
也很享受这部新片的“刚劲有力”。

从前期策划和跟组开始，《邪
不压正》的特效制作花费了两年
多的时间，李赓和另一位总监
Sean从2017年12月底陆续接手后
期特效制作。Base FX在全片一
共参与制作了100多个特效镜头，
李赓和Base FX不是该片唯一的
制作团队，他们负责了部分技术
实现上相对较难的镜头，主要包
括电影开头北平的大雪场次和团
城附近枪战的场次。

类似电影开头火车进站李天
然下车的这个镜头，李赓表示制
作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但这仅仅

是做出第一个完成版本的最低时
间。“姜文导演对细节把控非常严
格，快到项目结束了，大量的镜头
都还在修改。”李赓坦言姜文是他
合作过最严格的导演，他和团队
频繁到姜文的工作室沟通。姜文
和他的团队对历史资料的掌握让
李赓很震撼，“他们比我们知道得
更清楚，包括尺寸多高多大、历史
上是什么样的等。姜文和摄影指
导谢老、视效监制王绍帅一起对
特效制作的效果和精确度进行把
控，工作室里堆满了北平的历史
书籍、建筑史籍，墙上就挂着1930

年代北平的地图。”
“一个是周期，一个是资金

量，这两个如果不解决，很难得到
好的效果。”李赓多次谈到国内特
效制作的观念掣肘，原因不完全
是国内片方不了解特效制作。一
方面投资方背负资金回流的压
力，不得不压缩制作周期。另一方
面，导演和片方对特效的要求不
同，“像这一次，给的时间非常
够。”李赓对这次合作很满意，“有
些片方做到Base FX质量的60%
就觉得足够了，但姜文导演是要
求百分之百。”

“姜文对史料的掌握让人震撼”

“姜文非常注重自己的感觉”

“片方开始信任国
内特效制作团队”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实习生 张睿

李赓

《邪不压正》剧照

蒙牛集团CEO卢敏放做客央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