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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军体盛会，一场视觉盛宴。
“真的是水，竟然不是投影特效”“这

水运用得，真是神来之笔”……军运会开
幕式文艺表演不过几分钟，全场观众就
纷纷沸腾起来。

18日晚，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
武汉隆重开幕，光是开幕式就亮点满
满。真水流入舞台，真人版《清明上河
图》出现小桥流水，千军万马场景瞬息变
化，水火交融点燃火炬……

这些水从何而来？为什么又会在
瞬间消失？场景切换如何密切配合？
水中如何点燃圣火？开幕式结束后，
军运会开闭幕式导演团队在主新闻中
心举行开幕式运行情况专题新闻发布
会，全面揭开了这些创意的幕后细
节。

舞台上的水是哪来的

文艺表演开始没多久，舞台上逐
渐出现一条河流，当观众们以为这是
投影的效果时，却看到演员的裤脚被
浸湿，奔跑时还激起了一片片水花。
大家才意识到，舞台上竟然是真水。
“在大型赛事开幕式中，使用真水

是十分罕见的。在这次表演中，长
江、黄河等水域都采用了真水来表
现，和陆地景物一道打造舞台效果。”
开幕式视觉总监沙晓岚揭秘，为了呈
现更好的效果，制作团队把 2 万多平
方米的体育场垫高了 2.5米，演员、机
器都藏在地下空间中，其中包括一个 1
米深的水槽。
“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可以实现很多

功能，比如实现大面积的‘母亲河’水区
升降、储存和密封，还有演员上下通道，
以及麦田、岩石等翻板。”文艺表演时，机
器设备在极短时间内将水、翻板等送到
舞台上的指定区域，再结合投影特效，表
现出各种景象。

场景切换如何密切配合

“开幕式上很多节目有上千表演
者，观众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也
不知道他们从哪里离开的。”杨笑阳
介绍，导演团队采用了国内首创、2
万多平方米的世界最大全三维立体式
舞台，舞台上都是暗道舱门，下方设
置了许多机关，还有大型的机械运
动，容纳着“千军万马”。在全三维
立体式舞台之下，“藏有”600 余名官
兵，他们负责操控 25 个人员通道、
116 块道具翻板、29 个雾森设备和 37
个景物升降平台。

副总导演尹伊介绍，部队官兵参演
和保障开幕式的人数占整个演职人员的

40%，整个地面场景的切换，不少就是由
部队官兵手工操作完成。通过舞台的上
下空间和区域的分割、打造踏板和出入
口，实现了演员的神出鬼没、舞台的瞬息
万变。

据悉，自 5月以来，官兵们经历了 20
多次模拟排练，将动作反复锤炼 20多万
次。为了不影响节目演出，79名服役期
满的战士主动申请延迟退伍。

如何“艺术地”表达

中国文化，传递和平与爱

舞台变成沙漠，一卷丝绸从天而降，
圆月之下，几尊美丽的“飞天”翩然出现，

跟沙漠上的驼队一起组成了富有史诗感
和画面感的场景……
“丝绸之路的设计体现的是文明的

力量。”谈起关于丝绸之路创意的设计，
杨笑阳介绍说，丝绸与肌肤是最和谐的，
丝绸传到外国后也广受欢迎，于是团队
想好好打造丝绸主题。
“丝绸的现代意义在于，其送出去的

是和谐、温柔，而不是战争、枪炮，这与一带
一路理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呼唤和
平，中国送出去的都是最好的、善意的文
化。”杨笑阳介绍，为了呈现最好的效果，导
演组在《丝绸之路》节目上用了很多心思。
升上天空的巨大丝绸，是目前世界上在舞

台上应用到的最大的一块。而“沙漠”上，
商人们牵着的骆驼，非常逼真，不少观众都
没看出来骆驼其实是由演员扮演的。

路路相连，美美与共。从古代的丝绸
之路走到今天，中华民族也在走向伟大复
兴中更加开放与包容。开幕式上，复兴号
高铁、中欧班列等元素也惊艳亮相。

开幕式文艺演出中，以埙、古筝、古
琴、编钟等中国传统乐器为主，交响乐为
辅的舞台音乐也十分“抓耳”。据介绍，
导演团队希望通过这种音乐形式，梳理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和合”思想脉络，弘
扬中华传统文化。

音乐总监舒楠说：“值得一提的是编

钟，无论是主题歌，还是整个的背景音乐，
我都用了编钟，编钟恰巧是在我们湖北出
土的，每当编钟响起，我都觉得有一种向
我们古代文明致敬的那种欣慰感。”

圣火如何从水中被点燃

在最激动人心的点火仪式上，中国八
一男篮名将、高级教练刘玉栋跑上“和平
台阶”，以“水火交融”的方式点燃圣火。

杨笑阳介绍，本届军运会开幕式的
主题是“和平的薪火”，文艺表演从祖国
璀璨的五千年文明讲起，讲述中华文明
如何从一堆“薪火”开始传承到今天。“这
个‘薪火’，既是人类生活、人类文明当中
需要的‘薪火’，也是我们中国为世界和
平贡献的‘薪火’。”
“水火交融是通过点燃水柱、水柱下

降，沿着七个飘带点燃主火炬台，寓意着
和平的薪火沿着‘一带一路’传播到全世
界。这是总导演的创意。”技术总监于建
平坦言，在水中点燃火炬不是什么新的
技术，主要取决于导演团队的创意，“技
术主要是为创意服务的，主火炬的点燃
方式与整个开幕式文艺表演的‘和平的
薪火’主题契合，也体现了军运会体育传
递友谊的主旨。”

记者了解到，军运会火炬塔由武汉
体育中心北塔改造而成，高 46.3米，内部
有 9层，每层都有着自己的功能，用来维
持火炬的运转。火炬采用的是天然气，
天然气比较轻，通过水这一介质把天然
气托到水柱的上方进行燃烧。
“要解决的困难是火焰在水中燃烧

的稳定性、火的颜色和热辐射的范围，既
要有可观赏性，又要有可控性。”杨笑阳
介绍说，火炬团队在接到任务后，用两个
月制订了符合创意的燃烧装置方案，保
证控制器可以随时达到最佳状态，还准
备了人工保障，可手动点燃。

（本报武汉10月19日电）

圣火如何从水中被点燃
—揭秘军运会开幕式背后的细节

■本报记者 赖文湧

祖国给我一个舞

台，我给军运一份精彩

10月 18日晚，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
会开幕式惊艳了世人。仪式表演“五星红
旗呈现”、文艺节目“和平之师”等以恢弘
的气势，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节目表演者及场务保障人员，是来
自中部战区陆军某舟桥旅的 2600 余名
官兵。他们在今年 5月份受领军运会保
障任务，最终在军运会开幕式舞台上交
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祖国给我一个舞台，我给军运一份

精彩。”该旅领导说，这是刻在每名参演
官兵心中的承诺。为了实现这一承诺，
参演官兵每天训练近10个小时。

开幕式的精彩，不仅来自于舞台之
上的绚丽，还源于舞台之下的坚守。在
军运会开幕式演出的舞台之下，一支观
众看不见的队伍担负着景物切换、道具
搬运等保障任务。他们自称“地下工作
者”，开幕式总导演杨笑阳说：“他们用双
手托起了整场开幕式演出的安全。”

当开幕式文艺演出进行到“江山如

画”这个节目时，观众们为舞台上突然出现
的小麦和辛勤耕作的“农民”而感到震撼。

然而，更令人震撼的是舞台下发生
的一切：官兵们要在 6分钟内将 22块翻
板上的岩石换成小麦，其中每块翻板面
积为 16平方米，重约 150公斤，需要 6个
人同时作业，任务官兵全部按照流程完
美呈现。整个地下空间面积 2万多平方
米，包含 25个人员通道，74块小麦翻板，
22块岩石翻板，11块大树翻板，9块房屋
翻板，29个雾森系统，1个河流升降平台
和 37个景物升降平台。它们主要靠 600
余名舟桥兵通过人力进行翻转，实现景
物切换。上一个节目一结束，必须在 6
分钟内将景物切换完毕。为了确保舞台
效果完美呈现，官兵们跟这些“小麦”和
“岩石”较上了劲，经过两个月夜以继日
的艰苦努力，他们把“岩石”换“小麦”的
时间缩短到了整整3分钟。

精彩呈现赛场，奉

献写在幕后

10 月 18 日深夜，湖北省军区参谋
王巍在军运会地（水）面安保指挥中心

仔细检查完每一个监控画面，确定参
加军运会开幕式的人员全部安全返回
后，才走出指挥所。此刻，已是 19 日 0
时 35分。

王巍说，开幕式临近的那些日子，军
运会场馆、媒体中心、军运村陆续投入使
用，各项工作进入“实战”阶段。省军区
不断完善各类方案预案、强化训练演练，
确保官兵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军运会
各项安保任务之中。

作为军地协调牵头单位，省军区组
织多个任务部队开展联合训练，确保能
够上下一体联动、指挥高效顺畅、部队反
应快速。

5月中旬，军运会执委会来函商请
省军区选派 1名车管干部、20名驾驶员
参与军运会火炬传递运行车队驾驶员保
障任务。接到任务后，省军区抽调精干
驾驶员骨干，全力保障火炬传递任务。

7 月 28 日，省军区第一批经过严
格训练考核的 2名干部、4名驾驶员驾
驶军运会执委会配备的火炬传递运行
车，从武汉到南昌保障军运会火炬传
递，之后又将火炬安全顺利地迎接回
武汉，整个行程近千公里，全程做到安
全顺利。

省军区警卫勤务队通信中队的女兵
们，坚守 70多个日日夜夜，担负着军运
会圣火火种守卫任务，指定专人每天进
行看护保养。

18日晚 22时，当最后一棒火炬手刘
玉栋走到火炬塔下，点燃火炬塔的那一
刻，现场观看开幕式、曾经守护火种 70
多天的通信中队战士陈怡流下激动的泪
水，“70多天的努力和付出，只为这一刻
圣火能够熊熊燃起”。

“背对赛场”，同样

光荣

担负此次军运会安保任务的武警湖
北总队官兵，对于赛场内的精彩和参赛
的荣耀，他们无法欣赏和分享。受领任
务以来，该总队专题研究部署，科学拟定
方案，及时出台《安全保卫工作总体计
划》，细化制订多套情况处置预案，开展
专勤专训、专哨专训和预案演练，确保官
兵熟练掌握工作程序和情况处置方法。

国庆节期间，根据任务需要，总队要
在赛事现场开设安保指挥机构，信息系
统架设人手不够。警勤中队女兵龚春月
参加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阅兵刚刚归队，
还没放下背囊就听说有任务，扛着背囊
跑到中队部找中队长严凯旋“请战”。看
到龚春月坚毅的眼神，严队长笑着说：

“那你就参加下一场鏖战吧！”
10 月 18 日，军运会开幕式精彩纷

呈，就在现场值勤的哨兵李宪晨背对舞
台执勤。问及不能欣赏表演是否有遗
憾，他说：“我们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背对
赛场、背对精彩’，但是，为这场军体盛会
尽义务，我们感到无比幸福和自豪。”
（综合本报记者赖瑜鸿、通讯员程小

冬、田国松、朱勇、丁海、巢量、沈威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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