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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电影文化产业软实力提升的困境与方向
■文/付 斌

民族主体、身份追寻、文化自信
——国产动画电影中的话语传播

■文/潘丽娜

■文/刘翔宇

在很大程度上，国产动画电影

是为充盈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化代

言发声的话语表征，动画电影日益

走向世界是对中国影视行业发展

壮大的最佳诠释。在国产动画电

影的复兴之路中，主要通过对民间

特色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对融聚大

众化与时代性特征流行元素的汲

取和融合等途径，意旨在追求民族

认同、坚持文化自信的同时，创新

性地打造兼具时代价值和审美内

蕴的“中国动画影视名片”，助力国

产动画产业的振兴与发展，从而进

一步推动历久弥新、博大精深的中

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国产动画电影的民族性新探

近年来，中华传统文化元素频

频出现在国内、国际影视荧屏上，

历史悠久但仍然历久弥新的中国

民间文化、民族精神，经由新时代

数字媒介艺术化、陌生化的加工与

改造，呈现出精彩纷呈、丰赡多元

的艺术审美效果。“传统演绎”与

“现代叙述”交互作用下的动画电

影拥有更加深厚的人文意趣与时

代共鸣，此类新型影片的创作模

式，不仅涵括中国动画电影复兴进

程中积极探索和大胆尝试的优秀

作品，也包含有享有国际盛誉的异

国动画电影。

典型范例有《西游记之大圣归

来》、《大鱼海棠》、《白蛇: 缘起》、

《哪吒之魔童降世》等，这些作品不

仅扎根于中国优秀的民间传统文

化，还富有创造性地对于民间文化

进行了重构与转化，巧妙运用情节

陌生化、主题重置化等现代性表达

手段，生动地展现出国产动画电影

在发展创新视域中的审美价值和

艺术魅力。

以位居票房冠军的《哪吒之魔

童降世》为例，影片的故事原型素

材可追溯至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

义》，人物关系和身份定位较之于

流传甚久的传统神话几无差别，但

是在情节的设置、冲突的构造和主

题的指涉维度，则体现出陌生化、

反叛性的审美取向和创作主张。

影片在批判继承、创新融聚传统文

化因子的同时，对《封神演义》的故

事情节和思想主题进行了大幅度

的改编和再创造。与传统神话小

说对于正邪、父子二元对立母题的

极力表现，以及在人物塑造方面呈

现扁平化、脸谱化特征不同，这部

新时代的国产动画影片佳作则在

“打破成见、逆天改命”的核心主题

方面着力挥墨，旨在打破正邪二元

对立思想，而将矛盾冲突的焦点置

于人、魔、神与命运的龃龉与摩

擦。很显然，影片在贯彻“传统演

绎”模式的同时，清晰而透彻地明

确了影片的时代定位和审美价值，

敏锐地捕捉到存在于新时代的共

性问题，恰到好处地以哪吒“我命

由我不由天”的震耳呐喊，唤醒现

实社会中自我放逐、听天由命而不

愿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迷失

者”，用实际行动“逆天改命”，因此

影片具有较强的社会效益和时代

价值。

国产动画电影的创新性策略

1.以民间文化为发展之基

在国产动画电影的发展复兴

进程中，民间传统文化起着不可或

缺的关键性作用。中华文化宝库

为动画影片的发展提供了核心母

题的基本架构，在文化内蕴和审美

表达维度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价

值和作用，体现出对于民族文化富

有时代特色和主观能动性的“复

归”特征。

这种民族化的“复归”表征，既

可以借助对颇具特色的民族场域、

民风民俗具象化的重现；又可以在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文化继承理

念的基础之上，于家喻户晓、广为

流传的民间神话及涵泳深厚、造诣

极高的文学创作中汲取影片所需

的基本创作素材和核心理念构件；

还可以从更深层次准确而有力地

把握内涵于传统风格形式中的民

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等形而上层次

的理念和意旨。

国产动画电影对民族主体、文

化自信的坚守，是其昂扬屹立于世

界动画电影之林的核心驱动力和

竞争力，诸如“中国红”等元素的融

入使得《大鱼海棠》、《秦时明月》弥

漫充盈着鲜明的民族气息和中华

风味，也成为影片广受海内外好评

的重要原因。优秀影片的探索与

创新，为新时代国产动画电影的发

展指明了道路和方向，优秀的民间

文化凝结着几千年中国文明的智

慧结晶，丰赡精彩且特色鲜明。上

至想象丰富的神话故事、下至历经

风雨的传统建筑，都在传递着同一

种声音——汲取民族文化给养，昂

首阔步创新前行。

2.以现代元素为动力之源

如果说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涵

养国产动画电影蓬勃发展的稳固

基石，那么新兴的多媒体数字技术

则是国产动画电影坚守锐意创新、

尽现流光溢彩的重要助推器。

影视从业者需要不断增强民

族主体意识和身份定位认知，但这

不意味着全盘吸收传统文化却不

经时代和现实的过滤和择取，而是

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审

视、反思新时代国产动画电影创新

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原因。因

此，影片制作则会在积极引入现代

化创新性元素的过程中，不仅要善

于借鉴国际动画电影中富含时代

特色的创意设计和核心意旨，也要

适时地以全新的现代审美视域，反

观中华传统文化，致力于寻觅能够

融聚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立意构思

着力点，以此助力国产动画电影永

葆生机和活力。

在符合当代人审美标准、顺应

时代发展潮流、充盈新时代生活内

蕴的动力加持下，诠释国产电影在

民族主体、身份追寻、文化自信等

话语维度的积极发声和挑战探索。

3.融聚民族内涵与时代精神

民族形式、时代元素在某种程

度上来说，都只是国产动画电影话

语本体的外

在形式要素和基本构架，以

《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例，取材于中

国传统神魔小说《封神演义》的影

视作品，在此国产动画电影新鲜出

炉之前就已屡见不鲜，诸如《宝莲

灯前传》、《封神榜之凤鸣岐山》、

《传奇·幻想殷商》等都在一定时期

内广受好评。

同规模的文化宝库，同题材的

神话故事，同时代的艺术审美要

求，同水平的媒体创作技术，动画

类影片如何在继承、创新的过程中

脱颖而出、崭露锋芒，如何真正用

中国声音向世界演绎传统故事，这

便需要对传统文化的深层次挖掘

和把握；需要真正理解和体悟民族

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核，全面而深

刻地拓展和改造 与时代审美龃龉、

不合的传统精神，适时而恰当地以

某种反叛性、陌生化的手法，借助

悖于常规文化认知和审美要求的

创新手段，予观者以荒诞和震颤之

感，于振聋发聩的时代发声中，深

刻诠释富有时代性的核心母题，从

而融聚社会发展意义和个体忖思

价值。

国产动画电影的话语性意义

1.促进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论及国产动画电影，耳熟能详

的便是《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秦

时明月之龙腾万里》、《哪吒之魔童

降世》等。兼具新时代审美风范与

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系列影片，以

“合家欢”的情节设计和主题设置，

收获了各年龄层观者的青睐和认

可，较之于《熊出没》、《喜羊羊与灰

太狼》等存在明显年龄分层现象的

国产动画片，此类创新型的动画电

影真正实现了全民化、普及化的目

标，其深刻的母题喻指和丰厚的文

化积淀，在陌生化的间离设计中更

加凸显熠熠生辉、流光溢彩的特色

化表征。

2.提升民族文化的自觉和自信

在竞争激烈的动画影视行业，

优秀作品如雨后春笋般迭现，如何

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坚定发展创新

的脚步是新时代国产动画电影从

业者所竭力忖思的核心母题。一

方面，国外较为成熟的动画影片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和特色化

加工改造，予以国产动画电影新的

发展灵感和复兴动力；另一方面，

此类国际影片对于文化与精神内

核的择取也明确地表现出中华传

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为

国产动画电影发展进程中坚定民

族主体和文化自信有着重要的话

语发声作用。

国产动画电影的复兴之路，愈

来愈凸显着提升民族文化自觉和

自信的重要意义。影片所着力表

现的核心母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经

过层层筛选和把关后的优秀传统

文化精神表征，既符合当代受众的

认知和审美要求，又蕴含着丰富深

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大鱼海

棠》为例，其剧情中关于“轮回”母

题的论述和演绎，对“死亡是轮回

的开启，生命是春秋的慢渡”论点

的阐述，便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

中国人民的总体价值观和人生

观。影片创新性地择取了富有传

统文化内蕴的“鲲”作为诠释生命

轮回哲理问题的核心人物，着浓墨

于制造人与命运的矛盾和冲突。

在与命运顽强搏斗过程中，三位主

人公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现着中华

民族的人文精神——舍己为人的

“道义”情怀。

3.促进影视产业的蓬勃与发展

在国产动画电影的合力“发声

代言”下，密切联系国情且展现出

民族化特色的影视产业链应运而

生。在探索创新[4]的进程中，不断

融合现代化数字科技、引进影视行

业的专业性人才，以高效协调运转

的运行机制打造质量过硬、内蕴深

厚的动画影视作品，进而带动国内

影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人才、

技术、理念多维融合中，探寻国产

动画电影的发展之术和创新良方，

真正在满足时代、社会、大众审美

需要的同时，深入挖掘影视产业立

足世界舞台的精神补给和思想

内核。

随着国产动画电影不断朝着

民族化的方向“阔步前行”，存在于

话语视域中的文化自信、民族主

体、身份追求母题开始受到广泛关

注和热烈反响。传统民间文化的

复归和现代流行文化的趋步，是当

下国产动画电影创新发展的重要

策略和路径。国产动画电影制作

者需要在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形式

要素的同时，深入挖掘和弘扬潜藏

于形式内的精神意旨，采用“取其

精华、去其糟粕”的择取原则，真正

发掘出兼具中华文化内蕴和现代

审美风范的优秀影视作品。

（作者系黄河科技学院副教授）

【课题项目】黄河科技学院2020年

度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项目《新闻

学概论》（项目编号：kcsz202004）

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国电影文化产业获得了较大的发

展。优秀的电影作品不仅能够娱乐大众，

还可以起到一定的社会教化作用，进而不

断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在提

高我国电影文化产业软实力的同时还存

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我们应立足于

目前电影产业的困境与优势，找准着力

点，从而不断提高电影文化产业的发展。

一、我国电影文化产业软实力提

升过程中面临的困境

我国电影文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面

临着诸多问题，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

点：第一，过分依赖于一线明星，演员片酬

过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

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众开始注重对于

精神生活的需求，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

拜金主义和享乐之风。尤其对于电影行

业而言，我国电影行业更加注重实现经济

效益，而一线明星所能够带来的粉丝收益

是巨大的，因此“天价片酬”成为了现下电

影行业的主流，一部电影的拍摄成本绝大

多数用于支付一线明星的片酬，许多电影

首日票房爆火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电影的

质量而是因为“爱豆效应”，这种现象的出

现不利于我国电影产业的长远发展，而过

高的明星片酬也会成为阻碍电影发展的

一个较大的负担。第二，我国电影行业存

在垄断现象。一部电影能够登上银幕与

观众见面，需要经过制作、发行、放映这三

个大的步骤，中间可能穿插一些广告植入

以及周边产品开发等内容。随着我国电

影产业的不断崛起，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公

司逐渐参与到电影行业中来。例如，华谊

兄弟总揽了一部电影的制作、发行与放

映；万达集团则首先建设电影院，然后再

开始投资制作和拍摄电影。这些大型公

司的垄断势必会阻碍电影行业的创新性

发展。第三，存在电影票房造假的现象。

电影票房造假主要表现为“票补”，即原本

商定的电影票价为 40 元，但人们通过抖

音、美团等平台进行团购时该影片票价就

会降低为19.9元甚至9.9元，然而后台在进

行票房统计时仍然按照40元来计算，虚假

的票房会阻碍电影行业的持续性发展。

第四，内容单一，创新度较低。现阶段很

多商业性电影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

了其社会价值，电影情节的创新性较低，

题材较为单一，一味地翻拍、模仿或者沿

用以往的拍摄方式，很难引起观众的兴

趣，同时也不利于提升我国的电影文化产

业软实力。第五，电影产业缺乏完善的融

资方式。现在我国电影产业的投资方式

主要是项目型投资，投资本金的来源主要

是自有资金，投资方式比较单一。此外，

投资的风险较大，一部成功的电影需要以

较短的电影制作周期获取较大的利益，但

是在电影制作过程中很有可能会面临各

种问题，从而增加制作成本，影响影片利

润。投资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就会增加

电影产业的融资困难。

二、提升我国电影文化产业软实

力的对策分析

其一，调整演员片酬，培养行业新

人。避免“天价片酬”的出现需要电影制

作公司和演员们的共同努力，对于电影制

作公司来说，要进一步降低演员片酬的比

重，要将精力放在电影剧本的选取和电影

效果的实现上来，从而制作出更多质量

优、口碑好的优秀电影作品。同时在演员

的选取上还要注重培养演技好、形象气质

佳的行业新人。对于电影演员来说，电影

演员要牢记自己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和使

命，要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向社会弘扬正能

量。其二，加大监管，避免垄断。政府有

关部门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例如借鉴美

国出台的《派拉蒙法案》，将电影的制作、

发行和上映都能够有效区分开来，使得各

大电影公司都能够专注于其中的一环，从

而减少垄断现象的发生。同时，政府部门

还要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加大对于中小

电影公司的扶持，从而不断提升我国电影

行业的竞争力。其三，减少电影票房收益

权重，实现多渠道利润收入。我们要改变

以往以电影票房分账为主的收益方式，进

一步降低票房收益的比重，要建立多元化

利益回收机制，通过开发电影衍生品例如

在网络上实现付费点播、影视周边产品销

售等方式不断增加电影作品的收益。其

四，提高创新精神，挖掘电影素材。电影

制作公司要不断提高创新意识和创新能

力，挖掘全新的电影素材，进而制作出高

质量的电影作品。在电影剧本的选取过

程中，尤其要注重根植于社会现实，要能

够深入群众，进一步了解群众的喜好，从

而制作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来。

近年来，我国制作放映的一系列优秀的主

旋律电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例如《湄公

河行动》、《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

等，这些影片立足于中国实践，注重对于

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坚持经

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因此才能获得

巨大的成功。其五，建立多元化融资方

式。对于国家来说，要进一步强化税收管

理，建立电影产业财政投资账户，并将收

来的税收资金用于专门性的电影行业投

资建设。此外，政府还要与市场相结合，

运用市场化的手段管理该笔资金，从而不

断提升电影企业的竞争力。对于电影公

司来说，电影公司要加强同金融机构之间

的合作，建立专项基金模式，通过面向观

众发行基金、建立互联网众筹模式以及建

立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等手段不断拓展

电影产业的多元化融资方式。

（作者系四川传媒学院摄影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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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张艺谋作为中国著名导演，拍摄手法

与艺术修养均相当纯熟。《一秒钟》的叙述

形式与当代中国电影大相径庭，甚至于有

背道相驰之势，这源于创作者对电影的热

爱、对胶片时代的追忆。在色彩叙述上，

张艺谋似乎在与前几十年的胶片时代相

互唱和，不论是人物形象抑或背景设置都

沾染上一层灰色质感，朴素但却能够反映

出那个时代中的人世起浮。在空间形式

上，老旧感和沧桑感成为叙述主基调，不

论是开阔的荒漠空间抑或封闭的室内空

间都追求极致的客观，没有技术只余现

实。在音乐形式方面，民歌成为影片中的

唯一伴奏，直白的唱词和浑厚素净的唱腔

逃离了电音的束缚，更显鲜活。

一、纪实化的色彩叙述

当代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推

动了电影行业的技术复兴，大多数影片都

能运用恢弘多姿的色彩，这也导致许多创

作者一味追求炫技，不顾故事内核滥用技

巧与色彩搭配原理。张艺谋本身是由摄

影起家，因此他对色彩与镜头的掌控十分

擅长，常常以饱和度极高、碰撞强烈的绚

丽画面展示出一场场视觉盛宴。但在《一

秒钟》里这位色彩调度大师却一反常态，

以灰黑的暗沉色调为主，导演如此安排自

然有其考量。

首先，全片色彩必须符合人物身份与

行为。电影前半段剧情几乎都在黑夜里

展开，劳改犯父亲张九声从一分厂到二分

厂沿途追来只为看到胶片电影中的女儿，

由于身份特殊，因此他大多时候只在傍晚

时分赶路。影片开头有一个画面是张九

声在窗外偷听窗内的人们聊天，周遭皆是

暗色，主人公的装束亦是不起眼的灰色工

装，由于长途跋涉脸部亦是满面灰尘，他

整个人在那一刻完整地浸入了那质朴的

整体氛围中，唯有窗内的一点幽黄灯光透

露出生命的活力。而与这点亮色一起出

现的是新闻简报胶片即将到达二分厂放

映的信息，这意味着女儿能够再次在银幕

中出现。如果说镜头中的大片灰暗隐喻

一位父亲的坚持，那么这微黄色彩象征的

则是张九声内心的希望。

其次，使用黯淡色调更符合故事发生

的时代真实状况。20世纪中期的中国，彩

色画面尚未出现，人们能够看到的电影均

是黑白色，人物的情绪波动只能在单一的

色彩构图中显现。但即便单一，仍旧能够

激起人内心对丰富精神生活的向往，这从

故事中的群众对露天电影放映的热情便

可见一斑。沸腾欢笑的人群与舞台上那

张巨大帷幕呈现出的破损画面形成鲜明

对比，而这一张力的爆发是通过同样灰黑

的色彩表征出来，显然与那一时代更加契

合，也更能令观众产生身临其境之感。

二、内外空间的对比叙述

影片的空间设置极为巧妙，封闭的内

部空间与无限延伸的荒漠空间相互映衬，

鲜明的反差在不偏不倚、客观真实的中景

镜头里呈现出人物难以言喻的情感。有

学者认为，“空间造型参与叙事，不仅使影

片在电影语言的叙事方式上越来越摆脱

戏剧化的影响，同时也是电影语言本身走

向现代化的标志”。

在历史时代中封存的过往空间在影

片中多次出现，使故事的真实感凸显、戏

剧感减弱。刘闺女与张九声的相遇相识

发生在一路追赶中，在那黄土漫天的荒漠

里与无尽的泥土公路上，两人的身影时而

出现，镜头逐渐拉远，整个空间铺满画面，

人物在荒凉凄清的场景下显得极其渺

小。影片结尾处，张九声被保卫队绑回劳

改所，一行人在西北荒漠之上的拉扯斗争

毫无虚假之感，刘闺女在远处招手的姿态

与漫天黄沙的场景融为一体，真正诠释了

她作为这黄土地女儿的身份，其间苍凉意

境在绵延空间中余韵不绝。

比之外部空间的单一化，内部空间的

叙述更为复杂，例如范电影与张、刘两人初

相遇时的面馆空间，在那里，穿着体面、掌

握着大家看胶片电影的资格的范电影极受

尊敬，人们会为他让座，老板会在他的面里

多加一勺油辣子，以获得更好的观影位置，

而张九声在这里却因不敢摘掉帽子遭到质

疑，再次被指认为坏分子，刘闺女的弱小外

表使她能够掩盖自己偷胶片的罪行。这个

空间几乎是一个真实社会空间的微型隐

喻，等级秩序以胶片电影为标准建构。

三、返璞归真的音乐叙述

《一秒钟》整部电影缺少音乐痕迹，唯

一的伴奏出现在结尾的荒漠场景里，张九

声被束缚着前行，刘闺女在另一边向他告

别，此时高亢悲凉的民歌声缓缓传来，“长

城很长，黄河很长，我在回乡的路上，我一

个人走着，然后唱着花儿，花儿伴随我回故

乡”。这是一首青海民歌，没有任何乐器，

仅仅由几位老歌手淡淡吟唱，因为没有其

他声音间杂其中，那种充沛而惆怅的情感

反倒在狂风黄沙中酝酿得更为深邃。质朴

灰暗的色彩与沉静悠长的民乐相结合，其

间间杂人物语言动作的逗趣，一股日常之

感扑面而来，故事平淡却不显寡味无趣，反

倒足够真实引人梦回过往岁月。

在电影中，大多数时侯人物是静默的，

甚至连屋内人发现张九声偷听也冷静到令

人害怕，这种极致的理智与静默凸显出那个

年代无声的压抑，但又通过人物间的问候展

现出群体人文关怀，大概这种复杂情绪唯有

剥离太过浮华的音乐形式，真正回归民俗之

调才能激起观众内心波澜，这也使得最后民

歌的高亢更显绵尽悠长之悲凉。

叙述形式的质朴与静默赋予了故事

含蓄却足够深沉的岁月感，看似平淡的音

乐形式背后蕴藏着无比深切的情感内容，

亘古不变的亲情、惺惺相惜的友情以及对

理想的热爱之情令观众动容，亦使影片的

思想内涵得到了升华。

（作者系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语言

与文化学院2020级电影研究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