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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已久的《姜子牙》为何没能重现“哪吒”效应？

今年最热国漫票房已破14亿元，但话题哑火、口碑两极———

爆款动画《哪吒之魔童降世》结尾

处 ，一声 “姜子牙 ”，揭示出国漫打造

“封神宇宙” 的雄心， 瞬间引爆观众

情绪。 鉴于前作以破 50 亿元的票房

佳绩以及良好口碑， 《姜子牙》 顺理

成章成为这个国庆档首部预售票房破

亿元的国产片 。 截至记者发稿时 ，

《姜子牙》 票房已突破 14 亿元， 但网

络评分仅为 7.0， 比 《哪吒之魔童降

世》 低了不少， 而在网上衍生话题发

酵热度上，更是远远不及当年“哪吒亲

友团”的刷屏盛况。

“夸不出口，骂不出声。”一位网友

对《姜子牙》的评论很具代表性。 这部

以当代视角重启封神故事的作品，耗

时四年， 汇聚了上千名中国动画人的

心血，在人物设计、视觉呈现上精美考

究， 让观众耳目一新； 在故事的讲述

上，与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异曲同

工的“用自己的方式成为神”，却没能

找到合适的情感向、生活化“落点”，貌

似宏大的主题最终没能激发观众的内

心共振。倒是正片结束后，一段哪吒全

家出场给“姜叔叔”拜年的彩蛋成为了

全场最佳，而这，也恰恰反映出接地气

的生活化叙事对观众的吸引力。

《姜子牙》没能重现“哪吒”效应，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这部作品在提高

国产动画美学标准的同时， 也做了一

项更有意义的探索———到底怎样的

“故事新编”能走进当代观众的心灵。

四年+?千人，极致
的画面质感展现中国美
学意境

虽是“封神宇宙”的第二部作品，

《姜子牙》与《哪吒》其实几乎同时起步，

制作周期长达四年。在《姜子牙》上映前，

一份制作全阵容名单海报便验证了作品

致敬匠心的情怀，让观众倍感期待。名单

中列出了参与制作的动画人的名字，以

及他们的入行时长。 上千人的名单，从

28 年到 1 年不等的入行时长 ， 展现出

《姜子牙》的雄厚投入，也致敬了国漫的

代际传承。极致的画面创作匠心，也正是

《姜子牙》的最大优势。

《姜子牙》光是场景概念图就累积了

2317 张 ， 单个场景平均迭代 70 余次 ，

不少场景都运用了二维手绘与三维特效

的相互叠加。 影片开头一段国风二维动

画， 便先声夺人。 这段借鉴了敦煌壁画

风格的手绘二维片段， 交代了九尾狐族

与人类大战的背景， 分镜灵动， 场面恢

宏。 当年， 《姜子牙》 导演李炜将最初

的概念分镜拿给 《大鱼海棠》 导演张春

看时， 对方脱口而出： “你这个片子，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内行看门道， 令

同行惊叹的并非只有画面美感， 更是惊

人的工作量。 区别于一般二维动画细节

处的静态处理， 《姜子牙》 中这段二维

画面中每个细节都在运动， 无论是被九

尾施法蛊惑的人类， 还是战马、 岩石、

海浪等自然细节都倍显生动； 为了经得

起银幕 “放大镜” 的审视， 团队还采用

了超大画布制作 。 在这样的严苛标准

下 ， 片段中单场景图层就高达 600 多

个， 甚至超越了硬件设备的极限， 即便

是业内的顶尖高手一天也只能画一到两

帧， 工作量呈几何倍增长。

角色的设计更是精益求精。 影片最

终呈现的姜子牙造型， 是团队在最初设

计的百余个版本中精挑细选而出。 姜子

牙身上那件 “羽毛披风 ”， 仔细观察 ，

其实是由树叶的经脉编织而成， 这也印

证了他不杀生的准则； 备受观众喜爱的

“神兽” 四不相， 则被赋予了当代萌宠

的特质。 为了打造四不相自然可爱的毛

发质感， 团队放弃了自动生成的毛发绘

制系统， 而是选择了最原始的手绘， 光

是一个几秒的酣睡镜头， 就要耗时三个

月调整。 随处体现的传统文化细节， 也

装点着影片的中式美学意境。 主创几乎

翻遍 《山海经》 等古典著作， 描摹其中

的首饰、 纹样， 每一个重要角色的形象

设计都有出处。 就拿元始天尊座下十二

金仙为例， 金仙们乍看造型统一， 实则

每位头饰上的花朵都不一样， 而他们头

饰上花朵数量为三， 则取自 “三花聚顶”

一说。 不少观众还在金仙的面具上看出了

文物青铜面具的影子。

少了点“抓地感”，宏大
概念难以深入人心

《姜子牙》 趋于中游的评分与口碑，

与其故事的呈现有关。 原本奉天命的姜子

牙 ， 因不认同 “舍一人而救苍生 ” 的理

念， 违抗师命， 放弃封神， 并说出了 “用

自己的方式成为神” 这一豪迈宣言。 这场

个体意识崛起， “灵魂深处爆发的革命”

带着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 涉及的命题十

分宏大。 只是， 《姜子牙》 的故事始终没

能找到类似 《哪吒之魔童降世》 中的 “家

庭叙事” 切口， 导致深刻有余， 感动

共鸣不足。

《姜子牙》 起始于 《封神演义》

的结尾， 封神大战后， 姜子牙因在斩

杀狐妖时动了恻隐之念， 让其逃跑，

故而被贬 ， 遭世人唾弃 。 故事讲述

的， 正是姜子牙探寻真相， 寻回自我

的故事。 姜子牙的师傅元始天尊被设

定为反派， 当年封神大战正是他与狐

族暗中交易， 想要通过削弱人、 狐两

方势力， 达到一统三界的目的。 这场

阴谋让姜子牙完成了从“封神”到“推

翻神”的转变。只是，这份坚守内心、替

天行道的执念， 内部情感推动机制较

弱，让观众缺乏代入感。 反观《哪吒之

魔童降世》，哪吒的“违抗天命”不仅仅

来自于“魔丸”的宿命设定，更来自于

他对亲情与友情的极度珍视。 哪吒是

天降“魔丸”更是让父母、师傅又爱又

恨的“熊孩子”，生活叙事的强介入，让

大、 小观众都能在片中人物身上找到

自己的投射， 形成情感的共鸣， 也使

得 “我命由我不由天” 的宣言更具情

感厚度 。 而这份理解之共鸣 ， 正是

《姜子牙》 中所缺乏的。

有意思的是，在《姜子牙》故事结

束后，一出“合家欢”彩蛋却被不少观

众誉为最大亮点。片段中，姜子牙用亲

手制作的精美年夜饭款待前来拜年的

哪吒一家， 岂料 “熊孩子” 哪吒餐桌

礼仪零分 ， 将整齐的摆盘弄得一团

糟， 这可急坏了有强迫症的姜子牙。

用餐结束后， 姜子牙回忆起哪吒嘴角

没有擦干净的饭米粒久久不能入睡，

竟还特地跑到哪吒家为他擦嘴……短

片中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 强迫症等

人格化小细节， 再度让观众找到了对

照自身生活的乐趣———动画电影需要

深刻的主题， 更需要让观众得以揽镜

自照的“心有戚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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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祯希） 2020 年， 北

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建成与开通，

是我国攀登科技高峰、 迈向航天强国的重

要里程碑， 也是我国为全球公共服务基础

设施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

作为首部全景式介绍中国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的科学纪录片， 近日在央视综合频

道与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 《北斗》 引起广

泛关注， 被观众誉为 “国庆期间一堂生动

的科学知识讲座”。 这部由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与神舟传媒联合摄

制的作品， 分别从导航应用、 工程研制、

历史人文和全球合作等角度切入， 以科普

人文的叙述方式， 向观众诠释这一航天巨

系统工程的特殊价值和时代意义。

据主创团队介绍， 《北斗》 揭秘了一

系列鲜为人知的科研历程， 以及珍贵历史

画面， 通过回顾人类文明导航史的发展脉

络， 讲述中国人在世界导航科学进步史中

的独特位置， 诠释中国北斗对全人类共同

未来的贡献与责任。 与此同时， 几代中国

航天科研人员与全国无数参研参建单位数

十万工程技术人员为科研事业投入的心血

与智慧， 以及 “自主创新、 开放融合、 万

众一心、 追求卓越” 的新时代北斗精神，

也在纪录片中得以生动呈现。

“在距离地球表面两万至四万公里的

地方 ， 中国制造的北斗导航卫星 ， 正在

24 小时工作着……北斗卫星是中国为全

球用户提供全天候、 全天时、 高精度定位

导航和授时服务的国家重要时空基础设

施。 北斗导航以世界一流的技术， 深刻地

影响着这颗星球上的人类社会生活。 基于

北斗的技术， 我们可以捕捉到几毫米的位

置移动， 可以传递极致的精准时间———精

致到几百万年只差一秒。” 在著名表演艺

术家濮存昕的细腻讲解中， 北斗卫星的神

秘面纱被缓缓揭开， 这种人格化的叙事手

段， 拉近了观众与硬核技术的距离。

让硬知识 “软着陆” 的， 还有纪录片

以小见大， 从生活入手的科普理念。 已经

播出的第一集 《想象无限》， 讲述了北斗

在城市生活 、 现代农业 、 航海 、 交通运

输、 公共安全等领域作出的贡献， 普通人

一天中的三小时成为了科普的切口。 早上

6 点 30 分， 人们被闹钟 “叫醒”， 北斗导

航卫星的授时功能校准着每天的时间， 也

参与更精准的天气预报； 中国的农产品依

靠北斗获得更高的产量和更快捷的运输，

为人们确保了早餐食材； 北斗服务着大坝

和水源输送， 以及国家电网的能量涌动，

让大家得以洗漱 、 烹饪 ； 打开手机 、 电

脑， 北斗让我们随时得知购买的商品将在何时抵达； 行驶的汽

车， 可以依靠卫星导航， 寻找更快路径； 繁忙的交通运输背

后， 北斗计算着下一班地铁到达的时间， 调度着整个城市的公

共交通， 机场、 铁路、 港口也依靠北斗得以更好地运转； 9 点

30 分 ， 金融市场开启 ， 北斗正在确保每一笔交易分毫不

差———短短三个小时内， 人们使用北斗导航卫星的场景， 几乎

无处不在！

一些复杂的科学原理， 也通过讲述与图像结合的方式， 让

观众得以一目了然。 例如纪录片对卫星定位原理的讲解。 原

来， 卫星定位的基本原理是 “基于时间的计算” ———从卫星发

出信号到用户接收到信号， 这一过程花费的时间， 可以推算出

两者之间的距离。 以这个距离为半径， 可以形成一个虚拟球

体， 当用户同时连接四颗不同的卫星， 形成四个虚拟的球体

时， 四球的交汇点正是精确的位置所在。 当下， 北斗已经构成

了一个环绕地球的导航星座， 分别由 30 颗北斗三号卫星， 15

颗北斗二号卫星， 以及许多颗试验卫星， 和备份星共同在轨组

成， 它们各自飞行在不同高度不同角度的太空轨道。

如今的中国乃至全世界， 无论在城市、 田野、 海洋或是雪

山之巅，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影响已经无处不在。

将艺术家还原成平凡人，

是国产艺术纪录片新的打开方式

快手推出第一部自制纪录片《国产艺术凌凌捌》展现艺术工作者平凡人的一面

今年国庆档，票房领跑的大热电影《我和

我的家乡 》中 《天上掉下个 UFO》一节 ，黄渤

饰演的“农村发明家”在自制的“破釜沉舟”跑

步机里跑步的镜头，令人印象深刻。而这一角

色的原型则是有着“民间发明家”之称的网红

人物手工耿。 在快手近日推出的第一部自制

的八集纪录片《国产艺术凌凌捌》中，追踪拍

摄了八位网络知名跨界艺术家的创作生活，

手工耿就是其中之一。

这部纪录片让来自民间又爆红网络的奇

才们， 在镜头前讲述各自的心路历程和创作

思考，展现了他们平凡到不能再平凡却又“脑

洞大开”“孜孜不倦”的一面。 目前，被网友们

称为“当代艺术的漫游指南”的片子在快手上

的点击量已经超过了 530 万， 超过四万多网

友给予赞赏，网络评分颇高。

将艺术家还原成平凡人，

拉近艺术和观众的距离

从身为焊工但受不了工地的无聊， 回到

家里靠百无一用的搞笑发明圈粉无数的 “保

定爱迪生” 手工耿到 “宇宙级文艺宅男” 彭

磊， 《国产艺术凌凌捌》 视角中的艺术工作

者， 是一个个有血有肉、 充满理想和抱负、

接地气的普通人。

从新裤子乐队的主唱、 最佳新人导演，

再到业余画家， 彭磊的人生离不开 “艺术”

二字， 以他作为开篇的 《国产艺术凌凌捌》

不同于其他纪录片的天蓝水碧、 充满滤镜的

背景 ， 连背景的灰墙小路都保留着它的本

色， 镜头前的人物形象， 也更加真实。

“今年年初疫情期间， 我还创造了 ‘卧

室摇滚’”， 镜头下， 戴着眼镜、 抱着吉他出

场的彭磊登场， 毫不掩饰自己艺术执着下的

生活苦涩， 将自己在淹水的地下室排过练，

只在单位领 700 块工资还嫌多、 一度睡在自

己卖不出去的画上的经历娓娓道来。 以自嘲

的形式把每一个观众和看客都从容地带进北

京小胡同的普通生活。

在彭磊自嘲般的讲述中， 这位曾凭 《乐

队的夏天》 走入观众视野中的歌手形象逐渐

变得立体， 伴随着一句 “艺术是构建人生的

品味”， 纪录片呈现出一位经历过风风雨雨、

对艺术有着执着追求 、 接地气的艺术工作

者， 感受到艺术工作者奋斗的不易。

除了手工耿和彭磊， 纪录片中的每个艺

术家都有着丰富的故事。 24 岁就参加威尼

斯双年展， 对于当代艺术语境有着自己思考

的徐震； 有 50 万粉丝、 在城市里如鱼得水

却非要去乡村搞实践 、 “吃苦头 ” 的建筑

设计师周游 ； 从在外版占据 98％市场的绘

本销售环境下， 用 17 年时间出版上百部中

国故事绘本的中国画家熊亮 ； 大学毕业后

做了 11 年手工， 用最柔软的羊毛材质戳出

最硬核最动人的童话世界的殷越……艺术不

再是高冷寂寞的， 《国产艺术凌凌捌》 将艺

术家还原成平凡人， 他们的形象在故事的讲

述中愈发立体， 艺术和观众之间的距离也随

之拉进。

艺术家在镜头前讲述对
艺术的思考，探索艺术的真谛

任何一件艺术作品， 都离不开创作者的

思考， 纪录片也不例外。 “究竟何为艺术”

“究竟何为艺术家” “国产艺术如何去表现”

等话题成为了构成这部纪录片的思考主线。

镜头前， 每个 “发明家” “创作者” 都讲述

着各自对于艺术的理解。

“音乐绘画电影， 都给人造梦的感觉，

你在看的时候暂时忘却了现实的烦恼”， 这

是彭磊对于艺术的思考 。 无独有偶 ， 手工

耿则表示 ， “艺术是美好的事物 ”。 很多人

质疑他发明的东西缺乏实用性和商业价值，

但是在他看来， 人生的很多事不能只用金钱

来衡量， 那会失去很多快乐。 用满腔热情去

让自己的创作开花结果本身就是一件很享受

的事情。

以 “斜杠青年鼻祖” 自居的乔小刀， 创

作了歌曲 《消失的光年》 《凤求凰》， 也参

与过北京奥运会闭幕式设计， 曾经揣着兜里

仅有的 400 元前去北漂的他， 如今隐居在山

林里做了木匠， 用了 6 年时间完成了 100 多

座童话小屋的雕刻， 不停地用全新的生活赋

予生命新的思考和希望。

从彭磊到乔小刀和手工耿， 这些艺术工

作者身体力行的创作 ， 一笔一画 ， 一针一

线， 在工作和生活的积累中慢慢读懂艺术的

价值， 拓展着生命的广度和深度。 艺术工作

者对于艺术价值的思考和感悟， 也成为这部

纪录片的核心价值。

三上三危山，只为讲好几代敦煌人的故事
沪剧电影《敦煌女儿》远赴敦煌实景拍摄

“数十年，如痴如醉守瑰宝，熬过了，家

庭崩离孤与寂，一转眼，鬓已成霜白发舞，莫

高窟，已重过我命，融进血脉里。 ”沪剧婉转

动人的唱腔在大漠响起，脱胎于同名沪剧的

电影《敦煌女儿》日前结束了在敦煌的实景

拍摄，转场前往横店。 该片以“敦煌女儿”樊

锦诗为原型，将献礼建党 100 周年。

正式开拍前，主角樊锦诗的扮演者、上海

沪剧院院长茅善玉与几位演员在常书鸿和段

文杰的墓碑前三鞠躬，以表敬意。 虽然曾经为

了沪剧和电影来敦煌采风不下十次， 但在茅

善玉看来， 每一次来都有不一样的体会：“只

有在凌厉的风沙之下， 才能体会到樊院长的

不易。唯有实景拍摄才能完整呈现她的一生。”

“你们演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希

望能通过电影，让更多人知道几代敦煌人的故

事。 ”开机那天，亲自来到剧组的樊锦诗曾这样

寄语《敦煌女儿》。据茅善玉介绍，不同于沪剧

舞台，电影加强了对常书鸿和段文杰的描绘，

以全景式刻画不同时期敦煌人的无私奉献。

片中的一场重头戏， 众人送别第一代

“敦煌守护者” 常书鸿的桥段， 需要剧组登

上三危山进行拍摄， 而敦煌不时刮起的大

风为拍摄增加了不确定因素， 剧组连续三

天上山， 才顺利完成所有镜头。 在常书鸿

的扮演者凌月刚眼中，沪剧演员走上大银幕

是个不小的挑战。“这个人物非常难演，舞台

表演可以依靠肢体语言，电影则更讲究眼神

和内心，”他对记者说道。 演员吴争光则是首

次饰演“段文杰”，前辈的珠玉在前让他坦言

“有些压力”。 “一接到要演出的消息，我就查

阅了大量文字影像资料， 来揣摩段院长的心

理，” 他表示：“在条件大不如现在的时期，他

默默坚守在此数十年，这份毅力超乎想象，同

时也激励着我们年轻人为祖国的事业奋斗。 ”

沪剧电影《敦煌女儿》由上海沪剧艺术

传习所（上海沪剧院）、上海广播电视台、敦

煌研究院、上海新文化影业有限公司联合出

品。 “这是一部值得期待的戏曲电影！ ”该片

导演滕俊杰说。滕俊杰执导戏曲电影的经验

相当丰富，但他仍将《敦煌女儿》视为“特别

的作品”。全实景拍摄虽然面临着重重困难，

却也让摄制组捕捉到了不少可遇不可求的

珍贵画面。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沪剧电影 《敦煌女儿》 在敦煌实景拍摄。 刘海发摄

电影《姜子牙》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