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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漫重生需要机车也需要风火轮
程波

今年春节档国内电影市场异常火
爆，已创造多项新纪录。 “七大新片齐上
阵”，其中动画电影《新神榜：哪吒重生》

乍一看不是特别显眼，除了搭上了 《哪
吒：魔童降世》的“哪吒”IP，也没有多少
前期宣传，从当前票房反应来说也只能
算中规中矩， 但分析一下其文本及其产
生的语境，从其主要方面来说，可谓体现
了“国漫崛起之路”的新策略与新成果。

有效路径：中国传统文化
的发掘与转化

国漫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之一就是
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语境
下，国漫的发展与当代影视产业体系构
建和技术创新密不可分 ， 经过资本风
投、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乃至新冠疫情的
影响，市场经历了几轮洗牌，更有实力的
公司才能表现出“哪吒”一般的抗风险能
力和浴火重生的可能，比如《哪吒：魔童
降世》的出品方“彩条屋”，比如《新神榜：

哪吒重生》的出品方“追光动画”。

“追光动画”具有创新者与挑战者
气质，公司创立之后的几部作品 《小门
神》《阿唐奇遇》《猫与桃花源》也都有着
中国民族文化的符号和标识，质量也都
不错，但市场表现差强人意，其中一个
原因可能是“不接地气”。 自《白蛇 ：缘
起》开始，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原创魅力
和观众熟悉的大 IP更好地结合了起来，

叙事和美学上既很新鲜又更中国了。 《新
神榜：哪吒重生》上承《白蛇：缘起》的制
作水准，不甘心仅仅当一个“追光者”，所
以走出了与彩条屋并不对立但又很不相
同的另一条“国漫崛起”之路。

从宏观上说，国漫的发展策略与瓶
颈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组关系上：民族
性与全球化；传统性与当代感；引进来
与走出去；新技术与新业态；创意与手
艺。迪士尼动画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中
国市场时自觉吸纳中国文化符号，其有
效性在《功夫熊猫》和《花木兰》那里得
到了印证， 迪士尼的全产业链发展策
略， 比如动画主人公如何成为虚拟明
星，动画衍生品产业，也很有启发性。日
漫的原创性、当代感、人文性、ACGN 的
青年亚文化性、番剧与大电影互动创作
模式、甚至是声优的明星生产也能给我
们提供很多可资借鉴之处。国漫的近年
发展既有潮流性也有一定的多元感和
融合性：喜羊羊系列、熊出没系列、大头
儿子系列和麦兜系列作品接续和保持
着低幼取向；《秦时明月》《魁拔》《风雨
咒》“山海经系”“西游系”“封神宇宙”等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掘和转化上不断

进行着尝试；《十万个冷笑话》《罗小黑
战记》《刺客伍六七》等探索着无厘头二
次元风格的本土原创性 ；《我为歌狂 》

《昨日青空》《肆式青春》《我是江小白》

力图丢掉日漫的拐杖 ， 探索表现中国
当代青年人的城市和校园生活。 同时，

一些制作方也在力图融合多屏 、 融合
不同元素， 在交叉类型上找到合适的
定位 。 “奥飞动漫 ” “画江湖 ” “MJTT”

“小疯映画” 这些独立动漫公司如此，

“罗小黑”走出去在日本的热映和《刺客
伍六七》的出圈就是表征，彩条屋和追
光动画也是这样。 当然，中国动画已经
建构起来的优秀传统 IP， 不管是国内
IP 引入国外资本和技术孵化， 还是引
入国外 IP 进行国内的制作出品， 都可
能成为融合的路径， 但是受制于资金、

机制和策略而产生的负面案例也值得
我们吸取教训。

两个哪吒：动画电影发展
的同构与融合

从微观上说，《新神榜： 哪吒重生》

能看到中国动画电影发展中“同构与融
合”这样的新策略。 回望传统神话原型，

前瞻赛博朋克后人类，再同构一个具有
当下现实感的架空的世界：这个架空的
世界与之前纯然玄幻的世界不同，它有
很强的现实的影子，但又不是具体的某
地的哪个过去或者未来，它有点上海摩
登，有点芝加哥黑帮，又有点攻壳机动
队、超能陆战队和阿丽塔战斗天使的影
子。 影片建构赛博朋克的奇观性，是对
年轻人有着吸引力 ， 但又把它与现实
感、传统文化原型进行同构 ，用新的架
空策略来规避后人类 “本土反乌托邦”

的风险。 不仅在世界观架构上，在人物
和环境的细节上，机车与风火轮 、机甲
与藕身、灵魂与元神、机械傩面具与神
秘人、富二代与三太子、黑帮大佬与老
龙王、超能人与“义肢神”之间也存在着
细密的同构关系。 甚至在音乐上，老上
海舞厅歌曲、刺猬乐队新摇滚 、电子乐
BGM 这些不同时代的音乐元素的碰撞
与同构，也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在主题和价值观上，《哪吒：魔童降
世》采取的是“旧瓶新酒”的策略———场
景空间故事人物都有所延续，但对人物
形象性格、人物关系、人物价值观做出
较大的、预期更能契合当下语境和观众
喜好的重新设定和解释：“我命由我不
由天”兼具“熊孩子”与“酷少年”气质的
哪吒、哪吒敖丙的 CP、哪吒父母与孩子
之间的更主流的亲情关系都是这么重
新建构起来的。

《新神榜：哪吒重生》采取的大抵是
“新瓶老酒” 的策略： 整体转化场景空
间、时代语境，找到哪吒原型与当代生
活之间可能有的共鸣点，但不去改变大
的人物关系和人物设定，然后用形似的
结构联系新旧，在当代阐释中重现老酒
之香。 哪吒依旧主要是反叛的，哪吒与
龙宫完全是对抗的、哪吒与家人主要是
疏离的，“哪吒闹海”的环境虽被放到了
后人类近未来的架空世界里，但故事逻
辑被基本承袭了下来。 说句玩笑话，在
“彩条屋”里建构起来的哪吒敖丙的 CP

又在一束“追光”的曝晒下被拆解掉了。

和而不同，国漫发展中的潮流性抱团与
差异化发展的策略选择在这个作品中
能明显感觉到。

《新神榜：哪吒重生》的“新”正在于这
样的同构与融合，其场景、人物、音乐的细
节设计很用心， 制作水准和视听效果也
很不错， 建模和算法都有很好的技术含
量和“追光”的辨识度。 同时，有效的成本
控制使得具有大量特效镜头的动画作品
在迪士尼技术和资本之外成为可能。

不过，我们也应注意到 ：融合依然
是一个在路上的状态，“同构 ” 后面的
“异质” 如何真的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
体，这还没能完全处理好。 这样的“同构
与融合”在叙事上确实很有难度，情怀和

策略这根“龙筋”对叙事
很重要，不能缺失，但观
众要看的是这根“龙筋”

能不能支配外面的血
肉，使故事“活龙活现”。

如果叙事血肉不够，整
体不统一，机械骨骼外
露，那就会有些张牙舞
爪， 难以共鸣共情了。

到了那一步，你就不能
单方面责怪观众叶公
好龙或者像哪吒一样
爱抽龙筋了。 一个相关
的例子 ，2019 年有一
部动画电影《江南》，其
“江南造船厂”的题材和
创意方向很有同构和
融合的可能，工业性、传
统文化、当代生活在这
个题材中很有可能融
合，但可能因为制片模
式和投入资源的限制，

使得影片的主题模糊，

故事也较单薄，预想的
工业感和机械美学很
可惜地基本没有建构
起来。 这一点上，《新神
榜：哪吒重生》比《江南》

要好很多， 但依然还有一些明显的不
足，比如，人物关系冲突对抗的张力不
够的问题：李元祥（哪吒）与父亲关系处
理简单化，与大反派“龙王”对抗悬念不
足，孙悟空本身的设计有亮点但对哪吒
龙王对抗主线贡献不大等等。

对中国动画电影来说，不能食洋不
化没地气， 也不能食古不化假国潮，需
要在同构与融合中汲取民族传统文化
的营养， 找到与当代观众的共鸣点，还
要在积极“走出去”的过程中塑造跨文
化系统依然有效的魅力。 国漫近年来创
新发展的势头可喜，认真打磨的工匠精
神可嘉，和而不同的发展策略可取。 《新
神榜：哪吒重生》体现出的新策略，可以
看作是“国漫崛起”这个有难度、需要持
续探索的事情的新成果。 “追光动画”借
片尾彩蛋预告了“追光哪吒”的续集、封
神宇宙的《杨戬》，还有青蛇与现代元素
碰撞的《青蛇：劫起》这些新作品，希望
它们都能成为这条持续探索之路上有
意义的践行者。 李元祥版哪吒在电影里
说的那句“我是谁，我做给你看 ”，可以
看作是“追光动画”乃至整个国漫人立
的 flag，喊的 slogan。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教授）

《新神榜：哪吒重生》采取的“新瓶旧酒”的创作方式，可以看作中国动画电影
汲取传统文化营养的新策略———

《唐人街探案 3?堪称 2021 年春节
档最具戏剧性的电影：一边是口碑上的
巨大争议， 另一边是票房的一路领先。

从唐探系列目前的三部电影来看 ，《唐
探 1?还属于类型思维操作的电影，但从
《唐探 2?开始，唐探系列已经转向了跨
媒介故事世界制作思维。 如果说类型是
强调以相似的类型惯例为制作基础的
一组电影文本，跨媒介故事世界则强调
一个更加广阔，更可供自由流动玩赏的
假定世界。

唐探系列最独特的价值就在于，它
是中国电影市场目前以跨媒介故事世
界制作思维取得很大成功的重要案例。

但从《唐探 3?所引起的巨大争议来看 ，

建构“唐探世界”的想法虽好，但在具体
操作上又面临很多困境，其中尤其关涉
中国电影工业的一些深层问题，值得我
们展开严肃思考。

不断扩大的 “唐探世
界”究竟是什么

跨媒介故事世界的电影制作方式
与一种跨媒介水平联合体生产方式密
切相关。 在上世纪上半叶，好莱坞的制
片厂曾经形成了一种垂直集成化的生
产体系，类型制度就是这个生产体系的
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为这个生产体系
服务。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垂直联
合体逐渐变成了跨媒介的水平联合体，

主要目标就是打造与时俱进的跨媒介
大片。 其经营活动越来越多地与其它企
业交织在一起———不仅电视， 还有电子
游戏、玩具、主题公园和食品业等。 这些
辅助市场的收入大大超过了影院票房本
身。漫威宇宙的形成，迪士尼的崛起等都
是跨媒介故事世界电影制作的产物。

唐探系列的导演陈思诚在多个采访
中都提到了自己想仿效迪士尼的成功，

从《唐探 2?开始就自觉地以跨媒介故事
世界的方式展开电影制作。 要实现这一
目标， 最重要的条件是需要提供一个逻
辑清晰、世界观完整、规则独特的假定世
界。 这个假定世界不仅为系列电影提供
视觉效果和叙事情节上的持续支撑，而
且也是跨媒介产业操作的重要基础。

首先，从世界建构来看，《唐探 2?开
始以侦探排行榜为基地，可以不断添加
新的形象和组合进入“唐探世界”之中，

为其带来更多的新鲜元素。

其次，故事世界建构还需要各种跨
媒介文本不断为其添砖加瓦。 目前“唐
探世界 ” 已经包括三部电影和一部网
剧。 比较难能可贵的是，网剧没有继续
使用喜剧类型，而是做成了纯正的悬疑
剧。 使不同媒介文本之间产生差异性和
补充性， 也充分尊重不同媒介的特性，

这是非常符合跨媒介故事世界思维的
操作方式。 即将上马的还可能包括动画
番剧、游戏、话剧等，这些相关性文本会
不断扩大“唐探世界”的边界。 目前，唐
探系列的三部大片成为故事世界的核
心部件，并通过其内部的多媒介操作完
成粉丝导入。 比如积极从经典电影、游
戏、漫画、流行歌曲中寻找灵感，加入到
自己的故事世界，从而吸引不同媒介的
大量粉丝进入其中。

最后 ，故事世界思维电影中 ，超量
信息和置景、服装、道具、化妆等“物”的
重要性一点不亚于传统电影关注的情
节和人物，它们甚至可能成为人物和情
节的独特标识。 秦风的推理手段就不是
传统的逻辑展示，而是大量展示信息和
“物 ”的状态 ，被学者称为 “数据库思
维”。 这种对“物”和信息的迷恋与目前
被大数据所左右的人类生存处境密切
相关 ， 特别能够获得网生代的共鸣 ，

“唐探世界 ”由此也吸引了大量年轻观
众。 粉丝们在电影之外对这些超量信息
和 “物 ”的追寻与讨论也构成电影乐趣
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跨媒介开发带来
机会。

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成功的跨媒介
故事世界操作，唐探系列事实上已经聚
集了很多忠实粉丝。 所以，《唐探 3?的上
映对很多观众来说已不仅仅是一部电
影，更类似于一种情怀消费了。从这个角
度来看，《唐探 3?的高票房并不意外。 但
《唐探 3?为什么在品质上相比《唐探 1?

和《唐探 2?明显下降？ 这其中已经关涉
到中国电影工业能否支撑起这种跨媒介
故事思维电影制作的一些深层问题。

创意固化与人物形象
肤浅怎么破

首先，如果没有更多新鲜创作力量
加入到故事世界思维的电影制作之中，

很容易让其创意走入固化乃至黔驴技穷
的困境。 这就需要形成一种能够支撑起
跨媒介大片运作的电影市场体系。

在全球电影市场发展成熟的地方，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基本形成了一种
三级市场体系， 并且彼此是互相支持和
补充的： 第一级是作为主流制作的跨媒
介大片， 其内容就是为多媒体市场来设
计的； 第二级包括六大媒体联盟的子公
司发行的艺术电影、类型电影等；第三级
是由独立制作发行商开发的小众电影。

很多优秀的导演会选择在大片和独立电
影之间进行转换，同时拍大片、艺术电影
和小众市场电影。 有些独立电影导演因
为知名度扩大， 就有机会执导大预算大
片， 为跨媒介大片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
创意。

陈思诚在电影创作路上获得成功
后，也积极为自己的“唐探世界”招兵买
马，比如扶持青年导演柯汶利拍摄了《唐
人街探案? 网剧。 这些举措是值得肯定
的。 但从《唐探 3?的质量下降来看，其招
兵买马的力度还须加强。 同时也说明如
果没有强大的市场体系支撑， 单靠个别
导演的个人行为也还是杯水车薪。

其次， 跨媒介故事世界还需要源源
不断的故事创意作为支撑。

纵观海外的成功做法， 跨媒介大片
生产实际上非常仰仗强大的类型传统和
经典叙事传统。 一些大片一度被评论家
称为“高概念电影”，认为这些电影主要
依靠好听的插曲、强大的视效，大明星们
与其说在表演不如说在为周边产品做广
告， 故事情节和人物心理活动则被排挤
到了次要地位。但波德维尔、沙茨等电影
史学家通过对一些具体电影进行分析发
现， 大多数大片创作仍然坚持经典的叙
事和人物塑造传统， 对类型传统借鉴也
十分积极和充满活力。

这次《唐探 3?被很多人批评 ，就是
因为它推理情节设置得肤浅、 不合理和
人物形象的单调、固化，仅靠特效与插曲
等景观堆积，倒是已经显露出“高概念电
影”的迹象。这其实给唐探系列的制作敲
响一记警钟———后面的创作必须在情节
设计和人物塑造上下大功夫。

从情节设计来说， 唐探系列选择侦
探类型打底， 其实是非常有优势的类型
选择。因为作为世界范围的成熟类型，侦
探类型目前已经积累了大量类型资源，

比较经典的就有英式理性推理、 美式硬
汉侦探、 还有近些年新崛起的韩日现实
主义犯罪等。 然而，这次《唐探 3?对日式
社会派推理的借鉴并不算成功。 如何在
今后的唐探世界建构中操作好侦探情节
建构， 如何将更丰富和先进的世界侦探
类型资源进行合理借鉴和利用， 都是需
要着力的地方。

从人物形象塑造来看， 唐探系列因
为有比较明确的“唐探世界”设定目标，

在人物形象的扩张方面做得还是不错
的。 每一个新的作品中都尝试引入新形
象， 并将这些形象进行相互引用和新鲜
组合的尝试。 但对人物形象的深度挖掘
方面则几乎没有着力， 两位最重要的主
角形象不仅比较肤浅，而且从 《唐探 1?

到《唐探 3?没有任何变化。 尤其是唐仁
越来越沦为单纯搞笑的工具人形象，这
一点从观众对《唐探 3?中唐仁形象的厌
倦就可见一斑。 人物形象固化和单调不
仅导致影片无法由人物来推动情节发
展，观众更是无法与片中人物产生共情。

而观众对影片的情感投入是商业电影永
远的成功法则，《你好，李焕英?最成功之
处就是唤起了观众对人物的共情。对“唐
探世界”来说，如何深化人物形象，让人
物形象有能力成为对社会焦虑和现实愿
望的表达， 甚至有能力与全球文化展开
对话， 都是在接下来的创作中需要重点
思考的问题。

再者， 跨媒介大片尤其依赖强大的
技术支撑。 比如漫威宇宙在工业上的优
势就是它对于视效和电影技术的积累，

甚至带动了整个电影特效领域的技术发
展。 而这种技术发展反过来又为电影行
业整体提供了大量的技术储备， 从而为
电影产业扩张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支
持。 陈思诚在采访中提到国内的电影特
效工业规模在缩水， 这说明中国电影工
业的技术支撑问题需要引起业内重视
了。如果没有电影工业体系的支撑，比如
制片管理体制、跨媒介运作体制、技术支
持体制等， 跨媒介电影世界的制作模式
是根本走不远的。 唐探系列的探索能否
成为中国电影工业化转型的一剂催化
剂，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
院副教授）

从类型电影进阶到“唐探世界”

离不开电影工业体系的强大支撑
桂琳

最“牛”春节档系列盘点

《唐人街探案 3》的高票房并不意外，但其品质相比前两部
却也出现了明显下降。由此引发的思考是———

辛丑年开局， 中国电影市场迎
来最 “牛 ”春节档 ，总票房超 78 亿
元， 约 1.6 亿人次观众入场……不
仅每天都在诞生中国电影市场新纪
录， 同时创造了全球单一市场单日
票房等多项世界纪录。 学界、业界一
致认为，春节档之“牛”，在于七部国
产片从类型 、题材 、视野开阔度 、艺
术创造力、技术先进性上，分别彰显
了中国电影开创新气象、 新景观的
势头。

春节档已经收官， 但其热度仍
在延续。 我们对最“牛”春节档进行
系列盘点， 并借此探讨国产电影未
来发展的更多可能和更大空间。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