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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时间遗忘的土地》（1975）

有可能是基于当年观众悠闲的欣赏节奏，当然

更有可能是由于当年落后的电影特技，使得这部

1975 年版的《被时间遗忘的土地》（The Land

That Time Forgot）情节推进得相当缓慢。是

的，1975年，连深深影响了当代科幻电影的《星球

大战》都还没有问世呢。

影片开篇，就是德国潜艇击毁了英国货船，侥

幸逃生者通过救生艇来到潜艇上方，攻进潜艇并占

领之，接着德国人又进行了反占领，接着英国人又

进行了反反占领……单看这一部分，还以为是一部

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片呢。要是现在的电

影敢这样制作，观众肯定不会买账，早就扭头离开

电影院了。

直到胶片用掉三分之一后，一行人才终于来到

了那片神秘的土地。接着倒是有些变化，比如各种

巨型恐龙的突然出现。现在看起来，那些恐龙模型

简直如同玩偶一般，神态单一，面无表情，比之发条

玩具都不如，估计连现在的孩子都不会去玩。但在

当时的观众看来，很可能真的有几分震撼。

这些人吃完恐龙肉，开始在这里寻找石油并加

以提炼，这是他们赖以离开此地的惟一能源。但接

下来的场面恐怕连当时的观众都会不甚满意，尤其

是人龙近战的时候，那些操纵不易的恐龙模型都无

法冲上前来实施攻击，只能傻呆呆地站在原地怒吼

嚎叫。

接着这支混编的队伍开始与土著交往，并在与

更高级土著的战斗中失去了几位战友。与此同时

他们也发现了这片土地的神奇之处，那就是越往北

方生物的进化程度越高。

在袭击高级野人部落时，各种激烈的打斗使得

情节稍显紧张刺激，惊险的“最后一分钟营救”也屡

次出现，逐渐与当代好莱坞的精彩场面接轨了。

最后火山突然爆发，岩浆控制了一切，没有

等待同伴的潜艇难逃覆灭的厄运，一男一女两名

主人公则被迫留在当地。他们徒步前行，一路向

北，以寻找回到文明社会的途径。同时他们扔出

一只漂流瓶，向外界传递这段神奇的经历——事

实上影片最开始，就是以有人捡到漂流瓶为故事

开端的。

其实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假如文明不能被

悉心守护，纷争不断，战火连绵，在哪里生存还不

一样？

这部影片是根据美国科幻作家E.R.巴若斯的

同名科幻小说改编，这位作家写了不少有关火星的

科幻故事。假如对此还不够熟悉的话，那么我们总

熟悉那个“人猿泰山”的故事——不错，那也是他的

作品。

有不少科幻作家都喜欢描写一块人类未曾发

掘的神秘土地，以便让故事在那里得以尽情铺展，

尤其是可以加入早已灭绝的恐龙的因素。前有柯

南·道尔（对，就是那位塑造了“歇洛克·福尔摩斯”

的柯南·道尔）的《失去的世界》，后有迈克尔·克莱

顿的“侏罗纪公园”系列，毕竟当代世界实在没有待

开发的地方了，于是克莱顿干脆造出了一个“恐龙

世界”。

《被时间遗忘的土地》在2009年曾被重拍，但

故事背景完全变了。这次是两对新婚夫妇因暴风

雨而落难荒岛，结果发现这里恐龙横行，异常恐

怖。最后他们得知，这里是一处“没有时间的空

间”，不同时代的人们在此重叠交汇，他们必须想方

设法逃离此地……

说实话，2009年版的《被时间遗忘的土地》口

碑同样不好，但不管怎样，里面的恐龙总算是更加

逼真可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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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动画

角色动画的制作，是动画生产当中

再普通不过的一道工序，一个环节。但

如果我们思考得深入一些，就会发现其

中有不少尚待讨论的问题。其中颇为有

趣的一个问题是：当我们观影时，到底

是谁在影片中实施着这些角色的动画

表演？

从事绘制或调整动画工作的动画

师，是让画面呈现出角色表演的幕后之

人。诚然如此，但最终我们观影时能看

到的，是一个又一个处于运动中的角

色，表演的主体似乎就应该属于角色自

身。然而略显吊诡的是，动画是呈现非

记录性运动的动态影像媒介，这意味着

动画影像里的角色们无论多么活蹦乱

跳，他们终究是“假的”，他们的运动本

质上不存在。只是由于一些静止姿态的

事先排列与顺次播放，我们才看到了那

些运动的幻觉。角色的所有“表演”，都

只是借由动画的特性呈现出的一种效

果。动画角色，没有真正意义上对应的

演员。

虽然是这样，但在很多动画作品中

我们仍然倾向于想象这种“表演”的概

念，就好像这些角色在故事之外，有一个

“演员”会出现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

1931 年，一部来

自凡伯伦工作室的动

画短片《让他们动起来》

（Make Them Move）

就非常清晰地展现出

这种看似有些矛盾的

想法。影片的前半段，

一个女人来到动画工

作室，参观二维动画制

作的过程。工作室内，

动画师们迅速地画出

一幅又一幅角色姿态，

并用摄影机逐张拍摄

排好序的画稿，形成连

贯的动作。这段情节揭

示了动画当中角色表演的真正来源。然

而，影片后半段却出现了非常不同的情

节：动画影片放映结束后，几个动画角

色开始像真正的演员一样对观众挥手

鞠躬致谢；当那个“饰演”反派的“演员”

向观众脱帽致意时，观众愤怒地冲上

去，与电影幕布扭打在一起。

由此，这部动画短片复现了我们对

动画角色的普遍观感：观众确实知晓角

色不是真的，但在情感上对角色形象、

角色运动以及叙事的感知都存有一个

在场的想象，并尽可能把动画角色想象

成演员。

不少作品甚至会主动提供动画角

色的演员身份乃至明星身份，去描绘他

们作为演员的后台故事。华纳的很多经

典动画都有这样的情节，20世纪40—

50年代的华纳动画塑造的多位动画明

星，如达菲鸭、兔八哥等，都常常从既定

的故事线上停下来，回过头对观众抱怨

自己的演出生涯，或者针对在故事场景

里遇到的奇怪事吐吐槽。这种叙事策略

打破了“第四堵墙”，也同时打破了影片

故事的封闭性，让叙事时空全然开放，

并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假象：犹如这个角

色就是存在于我们身边的某个人，能和

我们产生实际的联系，而不是只活在故

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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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焦点

■他山之石

“二次元世界”的概念最早来源于日

本。日本早期的动画、漫画和游戏等作品

都是基于二维图像构成的平面，通过这

样的载体来创造的虚拟世界被称为“二

次元”，构成了现代文化中很重要的一

支——“动漫文化”；而与二次元相对应，

指代现实世界的则被称为三次元。日本

的动漫文化发展至今，不论是在内容、情

节等方面，还是在画风、技术上都越来越

多元，也孕育出更多样的表现形式。近年

来，在二次元动画、漫画、游戏基础上衍

生的音乐剧和舞台剧越来越多，这种以

三次元的人物和事物去模仿、再现二次

元的人物和场景，介于“二次元”和“三次

元”之间的形式，被称为“2.5次元”——

这是一个在粉丝之间自然产生的名词。

在此以《火影忍者》为例来讨论一下舞台

剧这一“2.5次元文化”。

《火影忍者》是日本漫画家岸本齐史创作的少年漫画，主

要讲述了在忍者世界里互为对手也是伙伴的漩涡鸣人和宇智

波佐助二人成长的故事。忍者世界经过几代人的领导和建设，

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一些问题，不乏各种对立和

战争。两个少年受战争影响，在幼年时期已经没有了家人的陪

伴，只有无限的孤独和周围人的疏离。性格截然不同的二人从

忍者学校毕业后被分到了忍者村的同一组继续学习和做任

务，一路互相影响，共同成长。

该漫画从1999年起连载15年，动画片从2002年开始放

送一直到2016年结束，这个故事多年来已经有了非常庞大的

观众基础，在全球都是十分风靡的作品。除了漫画和电视动

画，作品的电影版动画、游戏更是层出不穷，在近些年舞台剧

的火热改编中，自然也少不了它的身影。目前《火影忍者》舞台

剧在2016年和2017年共推出了两部，都安排在中国大陆演

出，现场几乎座无虚席。

从改编的角度来看，《火影忍者》是合格的，服装和化妆都

无限接近动画，就连演员的挑选从性格和气质上都无可挑剔。

就拿漩涡鸣人来说：在漫画和动画里，他就是个乐观向上的小

太阳，有一种一往无前的可爱，即使是在暗流涌动不堪一击的

表面和平环境下，以及要日常忍受他人歧视的冷暴力中，他也

冲出了一条明媚的道路。真人舞台剧演

员把这种气质演绎得淋漓尽致，可爱、

阳光、积极且充满活力。舞台剧的整体

设计也有观众参与，演员会突然从观众

席出场，用道具与观众互动，这些都让

《火影忍者》这部动画打破了二次元的

壁垒，来到了观众的眼前，对无数“火影

迷”来说无疑是一场狂欢。

《火影忍者》原作的时间线穿插了

鸣人和佐助的整个少年时代，期间经历

了各种战争和生离死别，交织着守护、

团结、友情、师徒情谊、家庭温暖等元

素，其中更不乏精彩绝伦的忍术和战斗

场面，除了主角之外的角色也非常出

彩。真人舞台剧并没有完全按照动画片

的节奏和叙事方式来进行，由于时长和

形式的限制，无法事无巨细地针对每一

个角色做深入表现，仅挑选了主角鸣人

和佐助之间的重要冲突，而恰恰是这样紧凑的情节安排，让角

色的特征更加鲜明立体，尤其是宇智波佐助。

佐助的哥哥为了和平，不惜杀掉对于忍者村来讲仿佛“定

时炸弹”一般的族人，随后抛下弟弟只身叛逃，这让佐助内心

充满了仇恨。为了追随更强大的力量达到复仇的目的，佐助选

择离开忍者村投靠黑暗力量。在动画中，由于其他角色和日常

剧情的安排，佐助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正式露面，有几年的

成长都被作者一笔带过，而舞台剧则直接挑出主线剧情来演

绎。佐助与叛逃的哥哥再次见面时，他的仇恨还夹杂着对亲人

的依恋，哥哥说出的真相让他错愕，他才发现恨了这么多年的

人都是错的，而导致这一切悲剧发生的主谋却是生养他的忍

者村。最后哥哥为了保护他而死去，这一层又一层复杂强烈的

情绪极具冲击性，舞台剧没有让观众失望，呈现出最具感染力

的场面，现场的气氛让观众也更有代入感，无不为之动容。

在2.5次元的舞台剧中，音乐的作用也居功至伟，在很多

厚重的内心戏无法借助简单场景和人物来表现时，一段深入

人心的演唱便填补了这部分空白。《火影忍者》的舞台剧完美

跨越了以往漫画改真人版的雷区，即使特效和场景都很简单，

也不难看出对每一个细节的用心。正因为此，它才征服了挑剔

的观众，同时也让观众透过不同的表现形式重新审视作品。

《《玩具总动员玩具总动员44》：》：

爱与冒险的不朽传奇爱与冒险的不朽传奇
□蚌 非

每个人都有玩具，不论玩具精

致华美还是简单朴实，孩子们对玩

具的热爱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

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些曾经爱不释

手、形影不离的玩具慢慢被束之高

阁或消失无踪，而在匆忙的成长时

光里，孩子们可能无暇顾及那些玩

具去了何处。皮克斯动画公司制作

的《玩具总动员》系列动画电影从

玩具的视角展开，讲述了以胡迪、

巴斯光年为代表的玩具在陪伴主人

成长的过程中战胜困难、寻找自我

的冒险故事。影片第一部于1995年

上映，作为首部完全使用电脑动画

技术的动画长篇，引起了巨大的轰

动。2019年，该作第四部登陆国内

院线。24年间，玩具们似乎始终投

射在每个人的成长时光里，讲述着

关于陪伴、守护、信任、勇气的奇

妙故事。

在 《玩具总动员》第一部，牛

仔玩具胡迪因为新玩具巴斯光年的

到来而暂时失宠，胡迪出于嫉妒的

恶作剧导致巴斯光年陷入险境，失

去同伴信任的胡迪不得不只身冒险

将巴斯光年解救出来，两人尽释前

嫌，成了铁哥儿们。第二部中，胡

迪被不良玩具商人偷走，他和女牛

仔翠茜、小马红心、老矿工一起被卖给东京

的玩具博物馆。胡迪因为自己巨大的商业价

值和翠茜等人的劝说而产生了短暂的迷惑，

但最终意识到玩具的使命是陪伴主人成长。

第三部中，安迪上大学了，失宠的玩具们被

误当成垃圾丢掉，他们几经辗转来到幼儿

园，却被“园霸”抱抱熊粗暴对待，还险些

葬身火海。历尽万难的玩具们回家后，在胡

迪的安排下有了新主人邦妮。

围绕着玩具的存在价值、存在意义、最

终归宿等核心主题，如何对待玩具及玩具所

承载的情感引起了人们的思索。然而，皮克

斯动画公司并不满足于此，在人们以为安迪

将玩具托付给热爱它们的新主人是最完美的

结局时，第四部电影再次引起热议。

第四部紧紧衔接第三部的结尾，胡迪担

心邦妮在幼儿园过得不愉快，不仅偷偷跟

去，还协助邦妮做了新玩具叉叉。叉叉是一

只被扔掉的塑料叉子，邦妮给它粘上木片做

脚、套上茜草条做手臂，又给它贴了两只大

小不一的眼睛，它就成了邦妮最爱的玩具。

但叉叉始终觉得自己是垃圾，总想跳进垃圾

桶，甚至趁着跟邦妮一家外出旅游时跳车走

掉。胡迪找到了叉叉，经过劝说，叉叉决定

作为玩具陪伴邦妮成长。然而在路过一家二

手古董店时，胡迪看到了一个台灯，它属于

以前的好友牧羊女宝儿，他进入古董店寻找

宝儿，却被店里的盖比娃娃盯上了。盖比娃

娃想成为店主孙女的玩具，但苦于发声盒坏

了。她发现胡迪的发声盒可以替换给自己，

便绑架了叉叉要挟胡迪。胡迪在想办法救叉

叉的时候遇到了牧羊女宝儿，他惊奇地发现

宝儿已经没有了主人，自由自在，像游侠一

样。胡迪第一次见到陪伴主人以外的生活方

式。他跟着宝儿冒险，认清了自己并不是邦

妮心爱的玩具这一事实，也认清了主人终会

长大，终会有新的玩具，也终会不再需要他

们。他用自己的发声盒救出了叉叉，也帮助

盖比娃娃找到了新的主人。看着叉叉回到了

邦妮身边，胡迪决定离开，和宝儿一起过属

于自己的玩具人生。

《玩具总动员4》承袭了前三部的传统，

情感饱满细腻，节奏流畅明快，情节生动有

趣，细节无可挑剔，而鲜活可爱的人物和惊

险刺激的冒险也是影片必不可少的元素。儿

童可以看到欢乐和善良，成年人却可以看到

层次更为丰富的内容。

这是一个足以让成年人潸然泪下的故事，

传统英雄形象的牛仔胡迪从保护他人、维护主

人、履行玩具使命的藩篱中挣脱，踏上了寻找

自我的道路。尽管所有人都知道这并不是一

条坦途，胡迪还会迷茫、冲动、固执、犯错，但他

至少已在完成自我认同、实现自我价值的路上

磕磕绊绊踉跄前行，像极了每个成年人的困

惑。皮克斯动画公司大胆打破了《玩具总动

员》多年来筑起的陪伴、忠诚、使命等主题的边

界，将自由的抉择给了玩具们，也给了银幕前

每一个烦恼的成年人。胡迪的放手固然让人

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巴斯光年和其他玩具

与胡迪的从容告别也让人意识到，离别已然是

玩具们不得不习惯的残酷现实。无论他们之

间的亲情、友情、爱情如何牢不可破，主人一

念之间，他们的命运便天差地别。很多时

候，玩具们只能怀着对往日的眷念，消失在

漫漫时光里。好在影片依旧近乎虔诚地保留

了主人和玩具之间纯粹的爱与信任。结尾

时，上了小学的邦妮又带回了一只手工玩具，

跟叉叉几乎一模一样，玩具迷茫地问：为什么

我会有意识？影片没有给出答案，但我想每个

人都知道，是因为孩子纯洁的爱。《玩具总动

员》系列，始终而且必将一直是爱与冒险的不

朽传奇。

突破次元壁突破次元壁，，让我们重新认识他们让我们重新认识他们
——《火影忍者》舞台剧 □翟小幸

让动画角色成为让动画角色成为““演员演员””
————一种特殊的叙事策略一种特殊的叙事策略 □□刘书亮刘书亮

《
让
他
们
动
起
来
》
中
对
动
画
角
色

的
两
种
呈
现
方
式

《被时间遗忘的土地》（2009）

《玩具总动员4》电影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