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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艺百家

>>>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国漫崛起”不能只满足于展现技术的进步
郑炀

《新神榜：杨戬》上映之后，追光动

画与彩条屋影业两个国漫大电影的“头

部厂牌”在“封神”题材影片出品数量上

战成了“二比二”平手，共享相同文化内

核却又风格迥异的两种“封神宇宙”已

初具规模。前者“新神榜”系列以“朋

克”元素与奇诡的想象力著称，后者的

《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则更专注

于对经典文本进行现代重释。这种相

似“电影宇宙”的分庭抗礼格局，不禁令

人联想到好莱坞两个势均力敌且长期

受到全球市场关注的“超级英雄宇宙”。

从电影作为工业商品的视角看来，

“电影宇宙”的生产与竞合被广泛认为

是电影工业体系健全和壮大的标识之

一。那么，“封神宇宙”电影阵列的形

成，是否意味着国漫电影产业的工业化

体系已臻完备？

“国漫”中的“文化
力学”

的确，以“封神”题材为代表的“国

漫”影片中光怪陆离、璀璨夺目的视觉

效果，与迪士尼、梦工厂作品相比亦不

逊色。然而电影不仅仅是工业消费品，

同时也是文化艺术的载体。因此，要判

断“封神宇宙”电影阵列与国漫电影产

业工业化体系之间是否已形成正向关

系，应当首先脱离产业和市场因素，从

创作本身是否源自“文化内生力”来判

断。因为电影工业体系建设的目的和

结果指向文化传播与输出，而其效果则

是验证这一体系的关键性指标，“文化

内生力”又恰是实现文化传播取得较好

效果的重要依据。

相比美国的“漫威宇宙”“DC宇宙”

等知名“漫改”电影IP，国产的“封神宇

宙”电影显然更重视从本国传统文化中

汲取养分和素材，而回顾“追光”与“彩

条屋”出品的大多数影片，也确然常与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与传统文化相联：除

了化用《西游记》《白蛇传》故事的《大圣

归来》与《白蛇：缘起》之外，还有移置其

人物与情节进行再创作的《白蛇2：青蛇

劫起》，以及氤氲着中国传统文化氛围

的《大护法》《小门神》《小夜游》等原创

故事影片。虽然不少影片在融合经典

文本与传统文化方面能够做到由表及

里，但仍有许多作品在面对这一问题时

仅仅是将传统文化元素进行简单拼贴

与挪用，不断地营造“他者”视阈中的奇

观，有些作品主旨内核与影像呈现时常

发生乖离。例如，通过《姜子牙》对“下

克上”的讴歌、《大鱼海棠》对“轮回说”

的改写、《青蛇劫起》对游戏“副本”叙事

的借鉴等，就得以看出“国漫”作品矩阵

的表达方式并不稳定。

此种不稳定，实际上说明了许多

“国漫”作品的创作动因并非源自于中

华传统文化的内生力，而是对《大圣归

来》成功借用传统文化与经典文本来昭

示“国漫崛起”的市场经验的一再模仿

与摸索。换言之，“国漫”创作的商业动

机明显前置于文化动因，较之作品“封

神”更重要的是票房“封神”。毕竟七年

前在“自来水”支撑下《大圣归来》所创

造的票房奇迹对任何片商而言均极具

诱惑力。那么，因《大圣归来》成为“爆

款”而进入人们视线的“国漫”后续作品，

就必然意图复制这种利用中国传统文化

与日本、欧美动画平分秋色的成功营销

捷径——率先开启“封神宇宙”的《哪吒

之魔童降世》实际上就再次做到了。

在文化层面，除了对民族文化主体

性强调的自觉之外，“国漫”也是面对外

国动漫作品输入压力的应对之策。面

对“欧风美雨”和“日潮韩流”所占据的

全球动漫文化制高点，中国动画电影应

当选择何种方式来强调自身的主体性，

以此来与对手颉颃竞逐，这一严峻问题

长期悬而未决。以中国文化为题材的

好莱坞动画片《花木兰》《功夫熊猫》的

“反向输入”，不仅刺激了中国动画人的

民族自尊心，还客观上提供了一个可资

借鉴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表达方式的

创作范式。此种环境下，“国漫”的影像

表达不可避免地出现“文化杂糅”——

《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的人物

造型明显参照了迪士尼作品的视觉形

象，《新神榜：杨戬》中的杨戬则反复地

吹响爵士风格的口琴乐——在这一文

化力学的结构下，外力与内生力之间相

互交错。结果，“国漫”电影在这种市场

导引与内外双重文化驱动的对撞之下

接连生产，而作品表达方式的不稳定恰

是这一结构所导致的。

类型与题材重复
的“自我反噬”

然而笔者并无意批判电影的商业

性“原罪”，而是意图强调：以营销思维

为导向的创作模式的终极状态，不仅可

能遮蔽与掩盖潜伏于影像呈现之下的

文化内涵，甚至终将反噬自身的存在。

尤其是当借助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或传

统文化来创作故事成为无可置疑的“必

选动作”，那么“国漫”影片则容易陷入

类型与内容局限并难以形成有生命力

且可持续的多元创作生态。

以史为鉴——如今的“国漫”电影

创作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

“武侠神怪片”浪潮在市场环境、题材选

择以及技术手段上具有较强的同构性，

同样鲜明地体现了市场选择与文化自

觉性之间的纠缠关系。彼时，中国电影

在“欧化”与“尚古”两种审美风格竞逐

之后，“尚古”成为了市场的最终选择，

并以此开辟了中国电影史上最初的商

业竞争时代。虽说如今史家常以“粗制

滥造”诟病之，但“武侠神怪片”浪潮的

积极意义在于迈出了中国电影选择民

族风格发展道路的关键一步。在题材

上，“武侠神怪片”常以武侠、志怪、言情

小说为改编蓝本，并且在制作过程中率

先广泛使用动画手段来实现种种超凡

的视觉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一

批可以被认作是“电影宇宙”雏形的系

列片，如明星公司的《火烧红莲寺》前后

制作了19部之多。但是，如此蔚为可

观、声势浩大的“武侠神怪片”浪潮最终

因陷入类型和题材重复雷同、脱离现实

生活而宣告终结。

反观如今的“国漫”，绝大多数影片

均是传统神话题材，“封神宇宙”电影等

头部作品自不待言，就连许多缺少票房

号召力和市场影响力的中小成本动画电

影也常带有神话色彩，而像《雄狮少年》

《大世界》等现实题材动画不仅创作总量

少且明显缺少关注度。虽说目前“国漫”

之规模尚不及“武侠神怪片”浪潮，但倘

若“国漫”今后的创作仍然只限于复述或

改写经典文本，缺少依靠文化内生力转

化的创作“原力”，那么市场审美疲劳结

局或许是可以预见的，而“国漫”推进动

画技术进步的意义也将大于文化意义。

当今，人们似乎越是惊叹于《新神

榜：杨戬》等“国漫”影片在视效技术方

面取得的突破，就越是想要穿透瑰丽

的影像表层探索和解码其深层的文化

用意。可是当这一探索越是深入，半

个多世纪之前动画电影“中国学派”曾

经缔造的历史丰碑就越是清晰。以上

海美影厂作品为代表的融合传统国

剧、绘画、皮影、窗花、剪纸、民乐艺术

的动画片，既展现了精湛高超的制作

技艺，又焕发出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

光芒与生命力。《大闹天宫》《小蝌蚪找

妈妈》《渔童》《三个和尚》等影片成为

超越时代与国界的经典力作，李可染、

韩羽、张光宇、张正宇等著名画家都曾

经直接参与动画造型设计。那时，中

国动画恰处于一个得以排除市场因素

干扰，沉浸于追求艺术创新与表达的

纯净年代，传统、历史与现实在其中融

为一炉，而当今“国漫”若要在新的产

业环境下召唤已被尘封半世纪之久的

动画电影“中国学派”基因，还应学习

前辈那般对中华文化更加虔敬。《新神

榜：杨戬》的导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得掷地有声：“国漫”之魂在于中国精

气神。那么，要传达蕴藏于影像背后的

“精气神”，就更须观照从创意阶段生成

的中华文化内生力。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
院副教授）

在“法理”与“情理”中寻求律政剧叙事突围
——兼评电视剧《玫瑰之战》

艾志杰

由孙皓执导的律政剧《玫瑰之战》，
自开播之后收视率连续破1，酷云EYE

峰值一度达到1.6，但收官之时各平台
分数平平。在题材、剧情、演员都有优
势的情况下，《玫瑰之战》为何高开低
走？律政剧如何实现叙事突围？如何
融合“法理”与“情理”，“真实性”与“叙
事性”，“感情线”与“律政线”？这些问
题值得探究。

人物的设计需促
成“法理”与“情理”的
调和

因遭遇家庭变故重返律所执业的顾
念（袁泉饰）以其特有的“共情力”，在案
件的理性审理之中展现温暖人情，既维
护法律的公平正义，又彰显法律的人文
情怀，促成“法理”与“情理”的调和。如
“颜轩霆偷车案”中，顾念坚信颜轩霆不
会杀害保安，尽管前有颜轩霆母亲晓薇
的“塑料姐妹情”背叛，后有颜轩霆父亲
老颜的落井下石，顾念仍然选择相信从
小看着长大的颜轩霆，为其无罪辩护，尽
显“法中有情”。“冯远辉上诉案”中，虽然
顾念对杀害14岁少女的冯远辉恨之入
骨，但她依旧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原则，为他辩护，鼓励他戴罪立功，并
且安排他和母亲相见，彰显“情中有法”。

有意思的是，顾念的“共情力”还进
一步促成了“情理”向“法理”的转化。
“醉驾案”中，全职太太郑瑾为了保障女
儿的优质生活，甘愿替出轨的丈夫赵永
霖顶罪，无视法律的公正严明。有着同
样遭遇的顾念以亲身经历现身说法，鼓
励郑瑾勇敢面对新生活，并以其女儿赵
梓萱的照片动之以情，郑瑾最终说出实
情，赵永霖被绳之以法。

与具备“共情力”的顾念不同，《玫瑰
之战》中的女强人形象令仪（俞飞鸿
饰），则以“正义感”呈现着如何处理“法
理”和“情理”的关系。“网红学术达人猥

亵案”中，她无视与猥亵者何子枫的私
交，拒绝何子枫之妻宝霞的无理要求，维
护白巧巧的个人权利。“枫江医药集团
案”中，她不顾宋嘉辰的抢单威胁，对顾
念去留问题坚决不让步，保证顾念公平
竞争的权利。“汪小祥餐厅品牌案”中，作
为汪若凡的律师，她识破汪若凡和周令
非律师的金钱交易，毅然“策反”，确保周
令非的原创菜品不被侵犯。她始终坚守
着“正义感”，让那些不合时宜的“情理”
退场，维护“法理”的秩序与正义。

相较于顾念和令仪，剧中的其他女
性形象则在“法理”和“情理”中显得矛
盾、游移。唐小樱背叛友情盗用叶勤勤
的身份，无视法律顶替叶勤勤的大学
名额。郑瑾为了“家庭体系”的稳定而
违背“司法体系”的公正，差点让赵永霖
逍遥法外。苏雯慧为了获得财产继承
权，想要放弃爱她的钟友唯，剥夺其生
存权。许倩妮为了在“电脑电池爆炸索
赔案”中占据上风，不顾陈娴等受害者
的集体诉求。顾念婆婆郭美瑜明知顾
念和宋嘉辰已协议离婚，仍然怂恿宋嘉
辰夺回抚养权……这些女性形象在“法
理”和“情理”之间徘徊、迷失，观众对她
们褒贬不一，同时也给我们提供重新审
视女性困境以及法律本质的路径。

的确，关注、审视女性形象是《玫瑰
之战》的亮点。通过塑造顾念、令仪等
女性角色，该剧不仅描摹律政剧的女性
形象图谱，而且借此阐明当代司法体系
“法理”与“情理”的辩证关系。然而，相
较于同类型经典美剧《傲骨贤妻》，该剧
在勾勒女性内在成长方面还有提升空
间。比如仪盛和律所合伙人丰盛（黄晓
明饰），作为顾念的大学好友，在她的前
期成长中给予过多支持，弱化了女性角
色本身的个性和人物弧光。“醉驾案”是
丰盛提醒顾念调查赵永霖和被害人的
关系，“颜轩霆偷车案”是丰盛建议顾念
查看家中监控，“离婚分财产案”是丰盛
将钟友唯的财产报告交给顾念……顾
念重回职场后的关键性案件基本都离

不开丰盛的外在力量，我们不否认顾念
的个人魅力，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
职场女性蜕变的内在力量，值得反思。

案件设计需实现
“真实性”与“叙事性”
的统一

以每个案件1-2集的篇幅，《玫瑰之
战》通过“贪污腐败案”“醉驾案”“颜轩霆
偷车案”“高天宇性侵案”“高歌直播案”
“过失杀人案”“保险理赔案”“高考顶替
案”“抚养权案”“汪小祥餐厅品牌案”等
案件的铺展，触及当代社会的贪腐、直播
误导、品牌侵权等现象，其直面社会的
“真实性”，提升着受众的关注度。

以顾念丈夫宋嘉辰的“贪污腐败
案”为叙事主线，《玫瑰之战》层层揭开
双擎重工总经理杜康贪污腐败的真
相。天伦乾坤律所合伙人徐慕岩收受
贿赂，律所财务总监吴蕊伪造假合同，

协警周永杰和证人曹培利互相串供，他
们的行为损害着社会的法治根基。同
时，该剧还有意识地呈现“腐败”的新特
征。诸如唐家坤伪造证件的“高考顶替
案”聚焦“教育腐败”，何子枫以导师之
名骚扰白巧巧的“网红学术达人猥亵
案”讽刺“学术腐败”，谷明非在“避税天
堂”开公司的“孙薇薇婚前协议案”影射
“跨境腐败”等，其所指向的法治问题和
人性危机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
度的问题，具有真实的普泛性。
《玫瑰之战》也以诉讼案件为基础，引

出其他有价值、有社会意义的话题。“醉驾
案”中全职太太郑瑾为了家庭替赵永霖
顶罪，以此反思全职太太的身份和价
值。“遗产纠纷案”中保姆伍思思全心照
顾韩冬青并传承紫砂壶制作工艺，反观
韩冬青女儿吕明华则未尽到赡养义务，
从而反映老年人的赡养问题。“高歌案”
中网络主播高歌为了增加人气颠倒黑
白，导致丢失孩子的左晶晶不堪网络暴力
选择轻生，让观众思考网络直播乱象问

题。“悦悦瘦减肥产品致死案”中的减肥产
品以煽动性极高的广告词诱导消费者，致
使杨燕妮过量使用减肥茶意外死亡，违反
《广告法》。这些案件不仅进行法律知识
科普，而且涉及社会现象，案件的内在价
值不言而喻，其外在叙事却差强人意。
《玫瑰之战》的叙事性问题，多集中

在案件设计的严谨性、逻辑性以及节奏
感等方面。一方面，关于方旭推动关键
情节转折的设定。在贯穿全剧的“贪污
腐败案”中，方旭意外偷听到徐慕岩和
吴蕊的勾结，帮宋嘉辰洗脱嫌疑；在层
层铺垫的“高考顶替案”中，方旭意外联
系到被盗用身份的叶勤勤，揭开唐小樱
的秘密；在反转不断的“抚养权案”中，
方旭意外看到丰盛和顾念的办公室恋
情，让顾念的抚养权之争陷入危机。全
剧重点案件过多依赖次要人物的“意外
发现”完成转折或突破，方旭承担了本
不属于他的核心功能，刻意的“意外”削
弱叙事的内在动力，降低案件本身的严
谨性和逻辑性。另一方面，关于具体案
件的支线稍显多余。比如伍思思和吕
明华的“遗产纠纷案”，对韩冬青前妻之
女廖秀华参与财产分割的设计就略显
冗杂，看似是给案件增加戏剧性，实则
扰乱案件审理的节奏感，对“赡养老人”
主题的呈现作用欠佳。

线索设计需寻求
“感情线”与“律政线”
的融合

在中国律政剧的创作实践中，涌现
过《人民的名义》《人民检察官》《阳光下
的法庭》《决胜法庭》等佳作，在“法”与
“情”的表达以及真实案件的叙事策略
上颇有特色。但其中也有《离婚律师》
《精英律师》《女士的法则》等电视剧往
往以“高大上”的“精英氛围”，悬浮生硬
的“感情戏”，消解“硬核”的律政叙事。

律政剧的“感情戏”是一把双刃剑，

正如顾念和丰盛分分合合的感情线。
这在宣传前期可以增加剧集“看点”，凭
借《中国医生》斩获百花奖影后的袁泉，
与凭借《烈火英雄》荣膺百花奖影帝的
黄晓明，在《玫瑰之战》中献上“办公室
之吻”，能获得不小的流量和热搜。剧
情需要的“感情戏”本无可厚非，但顾念
和丰盛的感情线和律政线融合度不高，
这也是目前大部分律政剧中存在的问
题。比如顾念认为“造纸厂索赔案”是
“不太好办”的案子，丰盛便陪同前往，
但是案子却很轻松地解决了。创作者
着重刻画他们参加当地篝火晚会、载歌
载舞、深情相吻的场景，案件调查沦为
谈情说爱的背景，打乱律政剧的叙事节
奏。因此，感情线和律政线应该相辅相
成，不能为了制造话题和关注度，以牺
牲律政线的合理性为代价。

相较而言，虽然令仪的“感情线”并
非主情节，但却与律政线巧妙结合，且颇
有诙谐之感。剧中围绕令仪出现了摄影
师白松恺、妇产科医生陈瑞麟、健身教练
曲博、厨师周令非等男性爱慕者形象，弹
幕中“令桃花”的美称也是实至名归。除
了白松恺，其他男性对令仪的追求依次
围绕“冻卵案”“当事人报复案”“汪小祥
餐厅品牌案”展开，令仪因为案件认识这
些男性，而他们则在案件中为令仪而倾
心，两条叙事线索深度融合。尤其是令
仪与曲博的支线，曲博邀约令仪参加俱
乐部活动，令仪郑重其事地穿着晚礼服
到场，曲博等人则是清一色的运动装，令
仪仓皇而逃，颇具“黑色幽默”之感。

该剧高开低走的窘境，除了“磨皮
滤镜”“改编难度高”等外在因素，更在
于其女性成长轨迹、叙事合理性以及
“情感戏”等内在设计失衡。只有融合
“法理”与“情理”、“真实性”与“叙事
性”、“感情线”与“律政线”，律政剧才能
实现叙事突围。

（作者为艺术学博士、苏州科技大
学文学院讲师）

观点提要

“国漫”要在新的产业环境下传达蕴藏于影像背后
的“精气神”，就更须观照从创意阶段生成的中华文化内
生力。倘若今后的创作仍然只限于复述或改写经典文
本，缺少依靠文化内生力转化的创作“原力”，那么市场
审美疲劳结局或许是可以预见的，而“国漫”推进动画技
术进步的意义也将大于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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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开低走”的《玫瑰之战》，留下了诸多值得探究的话题。

图为该剧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