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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电影专栏

2022年春节档是动画片占比最高

的一个春节档。8 部影片中有 3 部动

画电影：《熊出没·重返地球》（以下称

《重返地球》）、《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

出未来》（以下称《筐出未来》）、《小虎

墩大英雄》（以下称《小虎墩》）。令人

瞩目的是，三部动画电影都是由广东

制作出品。《重返地球》由华强方特（深

圳）动漫公司制作出品，是该公司系列

动画电影《熊出没》的第八部。《筐出未

来》由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出品，是该公司系列动画电影《喜羊

羊与灰太狼》的第八部。《小虎墩》由深

圳元人动画有限公司出品，是该公司

“小虎墩”这一 IP 形象的首部动画电

影。这显示了广东动画电影在国内的

领先地位，也显示了广东动画电影的

IP化发展状况。

一是头部IP《熊出没》凭借不断的

创新升级保持领先。《熊出没》IP源于

电视动画片，第一部于2012年播出，主

要讲述熊大、熊二与光头强之间的搞

笑故事。至2022年初，《熊出没》已完

成了主线TV版10部，幼教系列5部，

贺岁片2部，大电影8部，舞台剧2部，

儿歌 1 部，建构了庞大的 IP 世界。大

电影方面，从2014-2021年，除2020年

因疫情未上新作外，《熊出没》按每年

一部的节奏已上映了《夺宝熊兵》（以

下本系列片名均省略“熊出没之”）、

《雪岭雄风》、《熊心归来》、《奇幻空

间》、《变形记》、《原始时代》、《狂野大

陆》等七部影片。从开始时的备受质

疑到后来票房稳定、口碑不断向好，稳

居当今中国原创合家欢动画电影第一

IP。这一成绩的取得源于片方多年来

一直坚持IP升级，不断提升影片内涵

与制作水平。笔者曾将其IP升级之道

总结如下：一是拓展新空间加强新鲜

感；二是适时改变身份顺应时代需求；

三是强化人物加强观众共鸣；四是引

入社会话题提升思想内涵；五是精心

制作提升视觉体验。

《熊出没》电影的创新升级之道在

今年上映的《重返地球》里得到了延

续。影片讲述了一个太空科幻故事，

不仅将故事背景由地球拓展到月球，

让一向呆萌的熊二成为“登月第一

熊”，更有酷炫壮观的地球沧桑、机甲

战士、飞船大战等特效景观和动作场

面，在动画片里呈现出硬科幻的实质

内核。与此同时，影片又不失系列一

贯的搞笑幽默与真挚情感，堪称老少

咸宜，充分显示了“合家欢”的特点。

二是经典IP《喜羊羊与灰太狼》重

归大银幕。《喜羊羊与灰太狼》（以下称

《喜羊羊》）IP源于电视动画片，第一部

于2005年播出，主要讲述喜羊羊等小

羊与灰太狼间的故事。至 2022 年 2

月，《喜羊羊》共播出作品34部2659集

（主线24部1982集，网络短剧12部677

集），电影10部（含真人2部），舞台剧5

部，IP世界同样庞大。动画电影方面，

2009 年，《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牛气冲

天》上映，以超过9000万元的票房纪录

创下国产动画电影纪录。由此开始，

该系列以生肖为创意点，每年出品一

部以当年生肖命名的影片，连续 7 年

登陆春节档，共上映了《牛气冲天》

（2009，以下本系列片名省略“喜羊羊

与灰太狼之”）、《虎虎生威》（2010）、

《兔年顶呱呱》（2011）、《开心创龙年）

（2012）、《喜气羊羊过蛇年》（2012）、

《飞马奇遇记》（2014）、《羊年喜羊羊》

（2015）等七部作品，是《熊出没》系列

电影之前国产动画电影的第一IP。但

2015年后，《喜羊羊与灰太狼》从大银

幕上消失，7年没有电影新作。七年之

后，该系列以《筐出未来》重登大银幕，

不能不令人惊喜。

重归大银幕的《筐出未来》在创作

思路上有了明显的变化，最突出的是

让喜羊羊与灰太狼走出羊村来到了现

代都市，题材也变为体育竞技，讲述羊

狼组成守护者蓝球队参加都市篮球

杯，大家一起并肩作战，追逐梦想的故

事。这是国产动画电影题材上的一个

创新，但却是《喜羊羊》IP的一个自然

发展。早在2021年寒假，原创动力就

推出了60体育题材动画剧集《喜羊羊

与灰太狼之筐出胜利》，《筐出未来》算

是此系列的电影版。体育题材电影的

关键词是青春、热血、燃。《筐出胜利》

无疑达到了这一目标，从团队训练到

巅峰对决，影片场面的精彩不输同类

经典动画，还为喜欢篮球的观众准备

了许多熟悉的篮球梗，最后绝杀的逆

风翻盘纵然是体育电影的常用套路，

也充分体现了拼搏到底的体育精神。

片中对羊、狼、虎等角色间的友情、亲

情的刻画也颇为动人。影片得到众多

网友好评，收获超过1.5亿元票房，为

喜羊羊IP重返大银幕开了一个好头。

三是原创新IP的出现。与《熊出

没》和《喜羊羊》在登上大银幕前在电

视端已有大量剧集积累不同，《小虎

墩》的IP积累源于移动端。2018年，以

头戴虎头帽的男孩虎墩为主角的国漫

短视频《虎墩小镖师》在抖音上线，很

快吸引了大量的粉丝。春节正式上映

前，小虎墩已然是拥有860多万粉丝、

发表 390 多条短视频、收获 5000 多万

点赞的网红角色了。

《小虎墩》给广东动漫带来了新作

品，也带来了新风格。在动物动漫占

据大半江山的广东动漫中，《小虎墩》

独树一帜地描绘了一个热血的国风武

侠世界。外表低调的师傅、古色古香

的镖局、绮丽的大漠山川、流畅惊险的

打斗都具有浓浓的江湖气息，虎头虎

脑的小虎墩又为之增添了可爱与风

趣。但小虎墩有的不止是活泼可爱，

他更有着坚定不移的坚强意志。他怀

着当镖师的梦想迎难而上，一诺千金

的责任与担当体现出中国人守诺重信

的文化精神。影片在春节档影片中的

票房虽不算高，但其制作的精良已得

到了观众肯定，其对国风武侠动画电

影的探索更是不容忽视。

综上所述，广东动画电影走的是

一条IP化发展的道路。一方面是经典

IP持续升级，常拍常新。除《熊出没》、

《喜羊羊》外，《猪猪侠》和《潜艇总动

员》也是两个已有多部动画电影出品

的IP系列。另一方面是新创作品也在

努力建构自己的IP世界。如《小虎墩》

在电影和短视频之外还有图书、游戏

等的制作。另一部上映不久的《雄狮

少年》则在建构自己的“中国少年宇

宙”，后续还将制作的《铸剑少年》、《逐

日少年》等作品。

（作者为广州大学副教授 广东省

电影家协会评论与交流委员会主任）

从2022年春节档看广东动画电影的IP化发展

在中国人最重视的合家欢节日里

扶老携幼看电影，是近年来渐渐回温的

家庭化仪式之一。从产业经济的意义

来看，一部电影的观看就像推动系统机

械运转的关键引擎，吸引一家人使用公

共交通，进入消费场所，在视听盛宴后

再进入假日共享时光。无论是在一站

式度假的商圈中集中安享闲暇，还是在

连续的城市景观空间中走走停停，都使

电影作为大众文化工业重要一环的功

能完成充分地释放。

实现上述愿景并在全年最长公休

假的春节期间保持增长态势的重要前

提是，有高质量的合家欢类型电影准确

对接市场需要，既能满足本土观众的审

美诉求，也构成优质电影资源的自身积

累，包括品牌价值增长、自有技术升级，

IP内容更新迭代，以及最重要的，为未

来的电影发展和文化记忆提供丰富而

正向的内容。壬寅年春节档中的三部

国产动画电影，《熊出没·重返地球》、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和《小虎

墩大英雄》在一定程度上分区搭建起了

节日中合家欢观影的理想模型，但在精

耕本土文化和表现原创故事方面，还存

在着更大的拓展空间。

敞开格局

才能更新惯性配方

十二生肖是中国民俗文化所特有

的纪年阐释系统，融合了历史悠久的农

耕文明和多民族相互依存、交流发展的

共同体特征，是常读常新的文化资源，

为新的艺术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依傍

与灵感。由此形成的一个心理惯势就

是，到什么年上什么片，轮到哪个生肖

就做相应物种的文章故事。合辙应景

的即时效果固然给春节贺岁的大银幕

增加了新一年由此开始的喜庆感和辨

识度，但是相对固化的角色模型和故事

配方也限制了具有最大观众潜能的春

节档动画电影格局，总有意犹未尽的期

待在观影后继续升起。

《小虎墩大英雄》在上映前获得的

推广平台要远远优于《熊出没》和《喜羊

羊》。大年三十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

演出中，一个名为《乳虎啸春》的武术短

剧节目在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上完全

预演了第二天就要登上大银幕的动画

电影，尤其是带虎尾的虎头帽和斜挎身

上的蓝底印花小包袱，使舞台上的虎娃

和银幕上的虎墩在形象上完全重合。

然而超过12亿人次的春晚节目收视数

量竟然没有释放出预想中的助力效果，

大年初一还没有结束，《小虎墩》一片的

排片率就已经下滑到整个春节档电影

的底部。整部影片看起来流畅完整、没

有明显缺陷，主要人物们的三观也都正

确而端正，有打拼励志的正能量，有相

互打趣的小搞笑，也不缺乏彼此关怀和

成全的成长弧光，还有效果激烈的武打

动作画面，据制片方说一直从山西晋中

打到了甘肃的壮美麦积山。可是上述

诸多面向上的表现都止于达标，不够精

彩，缺少包含情绪价值的内在吸引力。

和《小虎墩大英雄》一样将老虎形

象作为生肖装饰的动画片还有《喜羊羊

灰太狼之筐出未来》。这一次的羊村故

事彻底离开了青青草原，改为守护者队

打篮球、赢比赛的团体励志。熟悉日系

动漫的观众们称之为热血运动番，开心

地从中找到各种灌篮高手的人物和战

术打法的对应改写，比如全片开场时的

灵魂之问——“篮球对你意味着什么”，

以及重回赛场时的情节转折台词——

“我想打篮球”，都是刻在灌篮迷心底的

座右铭。同样，喜爱 NBA 的球迷们则

开心地指认着，这个或者那个标志性动

作来自哪家队伍的哪一个球星，比如喜

羊羊对灰太狼使出“格林公式”，还有烈

虎队的核心球员虎翼，他的不良少年初

始化人设、脏辫造型、着装细节和进球

后向对手摆出的挑衅动作等，与得分王

艾弗森密切对应。因此也形成了和《小

虎墩大英雄》一样的生肖符号表面化应

用问题——虎的形象元素是应景设置，

随时都可调可换。假如十二生肖中真

的有同为猛兽的狮子，那么烈虎队的全

部队员都变身为狮子，从虎翼、虎山、白

虎一一变为狮头、狮山、白狮，对于剧情

故事的发展也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情绪价值

源自IP扩容的创新自觉

相较于表面化地调配生肖元素与

自有 IP 的配方手法，《熊出没·重返地

球》表现出另辟蹊径的努力，努力跟上

全民科幻和宇宙航空的热点关注，为熊

二贪吃、爱闯祸的形象加上了高科技机

甲战士的硬核内容，让小动物们欢乐栖

息的狗熊岭成为外星生物到访地球的

第一站。影片在整体上表现出IP扩容

的创新自觉，反映在受众市场上则是票

房与口碑在三部动画电影中都居于最

高水平。

根据影片出品方介绍，此次《重返

地球》的制作重心在于特效技术。在全

片两千多个镜头中，特效量占到了80%

以上。不仅给外星生物阿布升级了毛

发特效，并且做了3D效果增强，在达到

蓬松发量的基础上还能粗细分明，进一

步追求纤毫毕现。除了生物形象特效

之外，在构建赛博化的都市场景建模和

空中机甲作战等燃爆环节里，单帧场景

的特效粒子数量达到了百亿级别，单帧

画面的渲染时长也超过了20小时。

技术上的量级式跨越在提升视效

方面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影片在表现莱

尔特遗迹和“天火”作战等段落中，集中

力量打造出了动画电影艺术所特有的

“异境感”，既包含现实世界的镜像倒

影，又突出地表现了动画审美本身的非

现实一面。

阿布带着熊二回到位于南极地区

的莱尔特文明保留地，在理念上延续了

“熊出没”系列一直坚持的保护环境、爱

护地球的人物行动基础，而在画面风格

上则更为强力而集中地传达出暖意的

合家欢抒情样式。高饱和色彩的光谱

色域使画面看上去美得超乎现实，同时

涵有记忆起伏一般的诗意化境。支撑

阿布重返地球寻找父母亲的情节原动

力在画面中彰显出充分的动力价值和

美感吸引，慈爱双亲的形象在温暖家

门前欢迎孩子回家，有效地实现了合

家欢观影的情绪价值。随着情感高点

的拉动，叙事迅速切回阿布的重临视

角，它看到儿时的自己雀跃着跑过去，

带领着很多观众在动画中温故了童

年。这一幕设计与技术达成触动了不

同年龄层次上的观众，更让曾经主打

低幼向产品的熊出没系列扩展到亲子

观影的范围，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有益

的自有技术积累。

综观春节档三部动画电影的表现，

可以发现产能释放与创作提升仍然是行

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期待更多的精彩原

创故事，在经过高新技术的加持融合后，

为合家欢观影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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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阳光普照》开始，导演钟孟宏

试图为他的电影故事寻求一个更加稳

定的时间结构，以至于到了新片《瀑

布》，他甚至放弃了一直以来熟悉的男

性世界，以及暴力原罪对伦理与情感

的突破这一主题。《阳光普照》借由一

个父亲对三个男孩两场死亡的责任，

将看似历时的 2013 到 2018 年的叙事

内容，结构为镜像化的伦理隐喻，揭示

出这个危机家庭终将无可救药地蹈入

黑色深渊的命运。《瀑布》聚焦了2020

年台北疫情期间，一对母女组成的单

亲家庭在半年时间里发生的重大变

故。《瀑布》里继续探索了时间叙事的

镜像化结构。它通过母女间两次叙事

视角转化和二人的角色转换，并借由

口罩/大楼防水布/瀑布这一串关联性

的视觉隐喻，将社会突发性公众事件、

现代性人际关系以及个体生命深处隐

忍的心理创伤套叠在一起，再加上大

量摄影棚里的室内戏和定焦镜头对伸

缩镜头和长镜头的取代，让《瀑布》的

视觉风格稍许偏离了导演一直以来对

底层社会写实风格的追求，当影像不

自觉地、更多地转向心理叙事时，其内

在的时间镜像结构也更加复杂起来。

阳光与黑暗

阳光与黑暗的视觉主题在《阳光

普照》中被导演第一次提出来。得益

于热带岛屿的强烈日照和植被景观，

可以让导演找到如此恰当的方式来隐

喻破碎的东方家庭深处最隐秘的部分

——父子伦常之爱最阳光普照之处恰

恰也是最黑暗残酷之所在。阳光与黑

暗相互滋生的视觉/情感隐喻，在《瀑

布》里得以继承，并更加风格化。影片

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关于阳光&黑暗主

题的大景别空境：黄昏的太阳光集中

投影在一幢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上，

画面下方市一个为高楼环伺的暗影里

的十字路口。路口变灯，横向的车流

静下来，零散的行人开始纵向涌动，大

厦玻璃幕墙上的光线隐隐变化，一瞬

间，阴影中的人行横道线上大片大片

光照斑斓。而当影片的叙事人物出现

以后，这一视觉主题的隐喻就不再局

限于这种《阳光普照》式的自然景观。

进入《瀑布》里的最重要的叙事场

景——母女一起生活了十多年的豪华

公寓，阳光/黑暗的视觉主题抽象为被

大楼防水布包裹后的屋内阴翳——压

抑窒息的蓝色，以及为房间里不同区

域的室内暖光灯照明驱离冷光后的暖

色部分（黄色）。更进一步，黑暗（内心

深处的、时下命运的、母女关系的）在

这幢房子里为整个客厅所代表，尤其

还可以集中为客厅墙壁上为蓝色淹没

的一幅荒漠里茫茫人影的现代装饰

画。这幅丧失了焦点的黑白画作为蓝

色浸染后，成为母亲心理叙事的每一

个段落的起始镜头。黄色部分是女儿

卧室木门为核心的走廊空间，以及隔

壁以《电车狂》（1970）海报为代表的餐

厅空间。影片第一个段落母亲主导的

15分钟惊悚片中，母女间的疏离、对抗

与冲突，在构图上处理为相邻墙体结

构的V型交叉线构图。母亲往往位于

画面中间，处于蓝/黄空间的交叉点附

近，形成一种时刻将被分裂的紧张感。

两次视点转化，将《瀑布》分成三

个段落：母亲品文视角的母女被隔离

段落15分钟、女儿小静视角的母亲生

病段落45分钟、母亲品文视角主导的

回家（母女生活重建）段落。影片进入

第二个段落后，无疑以更具积极意义

的黄色（阳光）引导。这个段落里，阳

光与黑暗互生的主题首先体现为空乏

虚伪的父女情上。不管是医院门口两

人第一次见面的阳光照进树林的大幅

影壁画，还是父亲一家在郊区奢华别

墅中无阴影的大厅空间。与父亲相处

的阳光灿灿的世界，没有剑拔弩张的

亲子瞬间，没有精神失常的母亲瞬息

万变的脸色，但正是这个阳光灿烂的

世界，让小静获知父母离异的真相，重

新认识到表面刚强的母亲被多年出轨

的父亲欺骗和抛弃的真实处境。父亲

的阳光和煦，恰恰是因为对小静母女

多年来习惯性的、无动于衷的忽视、疏

离与敷衍。从这一点来看，钟孟宏电

影中对父子关系的批评仍在延续。

时间镜像

三个段落的结构关系，最容易引

起误读的就是从类型片角度理解，它

让有一定阅片量的部分影迷迷失在

“调性的变化”里。小静对父亲一家的

接触，不仅构成了女儿人物成长的重

要起点，因为情感上的巨大冲击，也成

为前后两个段落镜像叙事构成的折

点。表面上，“思觉失常”的母亲第一

次从医院回到家，开始了女儿照顾母

亲的角色反转。第一个段落里，所有

的母亲照顾隔离期间准备高考的女儿

的起居细节，在这个段落都一一做出

对应。而反转带来的叙事关切，重点

不在情节与动作上，而是对时间回

溯。表面上它的时间线向前推进——

这个脆弱的两口之家迈向危机，实际

上时间方向同时回溯到“隔离”前，也

即影片第一个段落开始前至少三个月

里母亲的生活窘相与她所处的经济压

力（面临破产失去房车）、工作压力（疫

情以来的降薪失业威胁）与人际关系

压力（冷漠的同事、敌对的邻里、监控

的物业）。如果影片叙事仅仅停留在

这个苦情励志的环节，可以批评其处

理母女之情上过于直白与温暖了。但

是随着第三个段落的出现，影片制造

出了更大结构上的——对以上两个段

落的时间镜像。

母亲在医院精神科住院的半个

月，一方面完成了影片叙事视角的二

次转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于母

亲生命里的过去时间开始了更长的一

次回溯。这个段落起始于德加的赛马

图画作。常年挂在医院墙上、已丧失

粉彩的印刷画，暗示着这个段落将一

直追溯到人物自我丧失的那个起点，

如画中不知所向的骑士们。靠歌声驱

逐幻觉的病友的故事也给予了时间

“回溯”的推动力量。德加的褪色画作

与客厅里被染蓝的荒野人影装饰画，

构成了母亲生命历程中自我主体丧失

的起点与终点。

第二次回家的母亲，表层叙事是

配合女儿认识现实、告别老房子、重

建未来生活，而深层叙事线却是向后

的，在对影片前一个小时的叙事映现

中，一步步指向了更遥远的过去面

向。母亲回家后发生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在小静的帮助下，象征性地驱赶

了门外的卫兵——暗示着对楼下秃

头门卫相关房屋费用逼迫的当下危

机的被驱除。去卖场上班，解决疫情

以来的工作压力。遇到走出阴影的

病友，预示着对父亲回家的虚念的放

弃。房子外拆掉了如口罩般的防水

布以及掌掴超市耍赖的老人，对应着

时间线回到了疫情前，甚至更早，不

用为了生存压力而拼命压抑自己。

紧跟着卖掉这所重新迎来阳光的房

子，更是回到了三年前，也即母亲放

弃维持对这份离婚遗产的难以承受

的供房压力。蛇的出现描述了母亲

对多年来护养女儿的心心切切，又缺

乏丈夫应有的帮持，并饱尝不被理解

的焦虑。甚至帮忙搬家的卖场主任，

并非预示着未来一段可期的感情，而

是指向过去夫妻貌合神离的关系。

时间线直到推溯到母亲说认识到瀑

布的声音，也就是母亲生活走向灾难

的那个时间起点：小静小学二年级时

父母的一场严重争吵——可以推算，

那个起点，正是父亲有了外遇并与外

室生子的一年。父亲直到如今仍不

知道母亲多年来早就知道他的秘密，

却一直选择隐忍，是以不断加强一个

不存在的幸福幻像。这个幻想就像

《电车狂》斑斓的黄色海报，黑泽明这

部电影里被一个失智男孩反复叠加

和描画的不存在的幸福。

至此，影片中瀑布的主题意象恍

然出现。瀑布的声音预示着灾难的

不幸发端，这是此片的故事素材缘

起，导演把它结构性地放在了结尾。

结尾母女经历了半年来的磨难，女儿

高考后和同学去山溪郊游放松，却遭

遇了一场现实的“瀑布”。结尾的瀑

布意向，再次指涉了母女的这场变

故，而导演想要表达的是“瀑布”falls，

是重大的坠落，阶层的坠落、家庭的

解体、体面工作的丢失……无论它有

多么的挫折，却仍然是一个新生的机

会。阳光与黑暗并生，黑暗也给予阳

光机会。《瀑布》中的母亲经过疫情无

常的这半年，各自重塑了生命的韧

性。电视新闻里，得到救助的女儿衣

服上印着“不要担心”，说的就是生活

里或许会遭遇一场“瀑布”，而“透过

falls 也许才可以看到生命的本质”。

所以此片绝非心理惊悚片与励志鸡

汤片的来回跳切。《瀑布》既不是追逐

题材热度的疫情电影，也不是伯格曼

式的母女间控制与反控制的心理伦

理片。它透着钟孟宏对生而无常的

东方生命观的理解与包容。

■文/王 霞

《瀑布》：母爱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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