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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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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看过一个颇为有趣的说法：当我们提及
书法、国画和昆曲时，从来不曾听到过“书法民族
化”“国画民族化”或“昆曲民族化”之类的说法，但
当我们提及电影和动画时，“民族化”和“民族风
格”却被频繁提起。因为书法、国画和昆曲发端于
我国，而电影和动画却是舶来品。近年来，“中国动
画的民族化体系建构”这一话题在理论界更是被
频繁提及。

在中国动画发展史上，针对民族化的探索并
非第一次。早在20世纪中期，上海美影厂的创作
者就在厂长特伟的带领下，创作出一批具有中国
民族特色的动画作品。以《骄傲的将军》《大闹天
宫》《哪吒闹海》为代表，这些极具民族特色的作品
不仅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也让中国动画
在世界动画之林占据了一席之地，并有了“中国学
派”的称号。时间跨越到20世纪90年代，那时的
中国经历着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巨变。从计
划经济时代不计成本的精耕细作，到市场经济时
代追求票房的大量生产，中国动画在挑战面前一
度裹足不前。曾几何时，观众与学者对中国动画的
批判以及对“中国学派”的复兴呼声此起彼伏，不
绝于耳。大家都想拉一把“中国动画”这个在时代
转型的关头跛足前进的孩童。

直到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成为首部
票房过亿的原创故事动画电影，随后是《大鱼海
棠》《白蛇：缘起》《哪吒之魔童降世》《风语咒》《罗小黑战
记》。尽管数量不多，但毫无疑问，中国动画正在从稚嫩走向
成熟。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除了《罗小黑战记》，其他影
片的故事与视觉效果大都具有神话元素与“民族化”特征：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白蛇：缘起》与《哪吒之魔童降世》的
改编自不必说，《大鱼海棠》与《风语咒》则借用了《山海经》
等传统元素的“中国风”作品。如此多的成功作品大量使用
了神话与传统元素，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如果是有
意，这是否是一种值得鼓励
与倡导的趋势？

历史、神话、武侠……这
些民族元素令人不可避免地
联想到“中国”。与电影一样，
动画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舶
来品。自从中国开始进行动
画创作，这一艺术形式似乎
便担负着艺术与娱乐之外的
另一重任务：表现中国的民
族形象，让世界看到中国。这
一举措，在一段时期内似乎

一直在证明“中国动画”存在于世界的合法性。
那么，究竟什么是“民族化”？我们姑且在这

里为这一内涵宽泛的词汇做一个简单限定：“民
族化”指的一个民族在价值观念、生活习俗、审美
理念等与其他民族相区分的方面。神话是民族
化的要素之一，各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
神话故事，这是本民族特征的体现，也是一个不
争的事实。实际上，民族化产生于各民族交流与
沟通不便的历史时期，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种
因隔绝而产生的差异将逐渐消失。我们一边感
受着全球化与现代化带来的便利，一边用键盘敲
击着我们对恢复传统的渴望。

尽管民族化的特征会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逐
渐被淡化，但各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内核却会在
长期的积淀中逐渐形成。因此，民族需要发展本
民族的文化。“中国故事与中国人物是中国动画
的核心”，这一观点表达的意思是：一、技术的改
变带来了商业动画在形式上的成熟，中国动画
不应局限于如剪纸、皮影等浮于表面的形式；
二、时代的改变孕育了多元化的中国人和他们
的生活，中国动画的故事不应局限于“文化瑰
宝”，即传统神话故事的改编。通俗点说，传统文
化元素的堆砌未见得就是真正的民族化。举一个
典型的例子，迪士尼的《花木兰》使用了中国的传
统文化元素，但表现的却是美国的精神内核。

在动画电影的创作中，借用神话题材还有一个重要
的缘由：复杂而庞大的世界观难以进行原创性的建构，而
神话刚好提供了一套可供参考的体系。以神话为题材进
行创作，从兴趣、审美和商业角度来看本无可厚非，因为
神话不仅是宝库，还是中国动画发展中可以阶段性倚靠
的拐杖。实际上，动画还有更多的题材可以挖掘，《狮子
王》和《玩具总动员》没有过多的民族元素，但同样是成
功的作品。

2019年，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
成为年度票房最高、中国影史票房第二的电影，
国产动画电影仿佛第一次冲入普通观众的视野，
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回首10年前，哪怕是具
有一定话题度的“魁拔”系列和“十万个冷笑话”
系列，也免不了遭受冷遇。十年风雨苍茫，幸好
有许多动画从业者坚持在寒冬里抱薪前行，守住
了一盏名为初心的飘摇烛火。

国产动画电影为什么不被大众接受，很长时
间只能局限在“二次元”小圈子里？原因有很
多。本文仅从题材选取和人物形象上聊做粗
议。纵观10年来的动画电影，除了贺岁档和暑
期档的低幼向动画电影，进入主流视野的寥寥可
数，粗略算来大概有“魁拔”系列、“十万个冷笑
话”系列以及《小门神》《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大
鱼海棠》《白蛇缘起》《罗小黑战记》等。或许是出
于对观众接受度的考虑，以上作品皆直接或间接
地以中国传统神话为背景，以观众耳熟能详的神
话人物作为主角。

在经历了漫长的对日式动画的模仿和借鉴之
后，“魁拔”系列开始让国产动画脱离了日式动画
的审美桎梏。当然，这并不是说它已全无痕迹，只
是在人物和故事的设计上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和
特色。“魁拔”系列虽然没有直接套用中国的神话
故事，但是其主角蛮吉显然是对孙悟空这一角色
的改编与创新，而作品中对善恶世界观的探索显
然也具有东方式的非二元对立的哲学内核。

“十万个冷笑话”的定位是喜剧，它对古今中
外的神话和童话人物进行了颠覆性的解构，期间
充满了吐槽和“玩梗”。娃娃脸壮汉身的哪吒、游
手好闲的太乙真人、百无一用的李靖、慵懒消极
的河神……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的是一群性格
鲜明、不务正业的神仙，但他们的形象依然与普
通人泾渭分明。

《小门神》是面向儿童的作品，“神仙失业”的
设定让人耳目一新。平日里存在感不高的门神神荼和郁垒在
失业危机下，有了强烈的“展现自我价值”的意识。

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开始，国产动画对神话人物的再创
造变得鲜明。嘴硬心软的齐天大圣并没有脱离孙悟空本来的
形象，可被封印力量的他其实极不自信。当妖怪混沌将他打
倒，他也曾自暴自弃，是江流儿让他重新找回了勇气，当他熔石
为甲、挥起金箍棒时，所有人都欢呼“齐天大圣回来了”，可这样
的齐天大圣已不再是传统文本里骄傲无比的猴子，友情温暖地
将他的神性和英雄性包裹起来，他看起来像个刚从失意中走出
的普通人。

《白蛇：缘起》以白蛇的民间故事为蓝本，对故事进行了大
胆的改编。他们从原本的社会语境中跳脱出来，与当下的时代
语境相契合，男性不再主导一切，女性更多地展现力量和意志，
他们需要对抗的不再只是世俗的偏见，还有人的贪婪和野心。
在人物关系和人物性格没有偏离民间故事的前提下，这种切合
社会语境的改编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情心理和代入感。

《大鱼海棠》和《罗小黑战记》有相似之处，都采用了中国道
教文化作为故事背景，神话人物作为配角出现。主角并不是目
标明确、意志坚定的人物，他们都是懵懂的，对人类世界充满好
奇，向往自由和爱情，更像是家庭或学校中不安分的孩子，总想

冲破眼前的牢笼，前往更大的世界冒险。
到了《哪吒之魔童降世》，神仙妖怪终于都活成了人的样

子，他们被欲望裹挟、被仇恨蒙蔽，所有的迫不得已都逃不过
贪嗔怨痴，他们激烈地反抗命运、谋划未来，为此不惜设下重
重圈套、闯下滔天大祸。这真像极了漫漫历史上那些不甘蛰
伏的君臣。

神话是人类文明的童年，从敬畏到尊崇，再到平等视之，人
类在科技的驱动下将古老的信仰变成可作谈资的故事。中国
的神话没有谱系，上古神明凛然高立，面目深邈，不可近昵，随
着各地区各民族的交融变得频繁而密切，更接近“人”的神话故
事自然而然破土而出，他们的形象被时间、地域、思想和意识所
左右，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宗教性和时代性，他们沉稳深静、虚
怀内敛，同时又高高在上、喜怒无常，他们如参天大树，深深浸
透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是包容的、浩瀚的、贴近人的。当
神仙褪去了光环，有了属于人的喜怒哀乐，就开始患得患失、斤
斤计较，同时开始畏惧胆怯、不知所措，他们才真正地从书本、
泥土、固化印象中活过来，活在当下，活成我们每一个人。

或许，2019年那一声“我命由我不由天”，正是无数天神、
地祇、人鬼透过画中人喊出的属于自己的声音，它属于这个飞
速前行的时代。从此，神仙的归神仙，人类的归人类。

神仙的归神仙神仙的归神仙，，人类的归人类人类的归人类
□□蚌蚌 非非

与实拍影像保有距离的动画作品，通常被我们视为带有一定实验性。这些作
品往往在某个层面体现出实拍影像不能触及的表达效果，尝试对实拍镜头机制
进行偏离、摆脱甚至反叛。

独立动画人大卫·奥赖利在他早期的三维动画短片代表作《请说点儿什么》
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其中一个镜头里，他以与众不同的方
式模仿了摄影机的浅景深效果，并实施了一次焦点变换。从视觉效果上讲，它与
实拍摄影机达成的画面有所差异：虚焦效果体现为被拍摄对象的重影，而不是模
糊。有趣的是，大卫·奥赖利还专门为这部短片写过一篇名为《基础动画美学》的
论文，将其中这个镜头效果与实拍的区别作为重点案例，并制作了对比图来阐述
《请说点儿什么》的独特美学风格。

无独有偶，动画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中也有类似的实验成分。在电影中，
那些处于焦点景深范围之外的画面区域会有重影的感觉。如果说《请说点儿什
么》对于景深效果的探索仍然是局部的，那么在《蜘蛛侠：平行宇宙》中对同样问
题的探索则显得非常整体化，遍及整部影片的前前后后。

在这里，影片模仿的是彩色漫画实体出版物常用的（或者说是必不可少的）
CMYK四色印刷工艺。在印刷时，四种颜色（青、品红、黄、黑）如果有对版的位置
错误，印在纸上就会出现重影。所以，电影中的“虚焦”常常带有品红和青色的边
缘轮廓。这样的画面质感被《蜘蛛侠：平行宇宙》利用起来，形成了与实拍影像中
的虚焦相对应的、但已经完全差异化的表达。

景深上的这一特征，让《蜘蛛侠：平行宇宙》带上了鲜明的实验意味，也对动
画创作有别样的启发意义。它让这部电影以动画的形态去模仿和追求漫画的视
觉风格。这是动画对漫画的“出位之思”。符号学家赵毅衡对这一概念的表述是

“对另一种体裁的仰慕，是在一种体裁内模仿另一种体裁效果的努力”。再加上蜘
蛛侠原本就是漫威旗下的漫画英雄形象，这种“出位”的逻辑就更加顺畅。除此之
外，这部动画电影还在很多其他方面做了大胆的实验，包括但不限于对镜头式运
动模糊效果的取消、在很多段落中充分采用“一拍二”的动画“卡顿”感等等。《蜘
蛛侠：平行宇宙》敢于在动画电影长片的创作中做如此丰富深入的实验，堪称近
年来最具先锋性的动画电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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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动画

2019年8月27日，网络游戏《魔兽世界》正
式发布其经典怀旧版本。作为一个以怀旧为己
任的分支版本，它的上线得到了玩家的热烈响
应，玩家的踊跃参与甚至导致了游戏服务器不
堪重负拥挤排队的尴尬盛况。

在这一版本火爆的背后，承载着的是数百
万游戏老玩家的情怀。众所周知，《魔兽世界》
是一款在线角色扮演游戏，每一位玩家都会在
游戏中扮演一名冒险者，然后通过在虚拟世界
中的种种历险来体验那史诗一般波澜壮阔的故
事。这款游戏凭借其庞大完整的世界观和耐玩
的游戏性吸引了许多玩家，自2005年上线运营
至今历经14年依旧经久不衰，这与它优秀的游
戏内容是分不开的。

而作为一款网络游戏，《魔兽世界》也给玩
家们提供了一个互动与交流的平台，许多玩家
正是通过游戏中的合作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无论是游戏中有趣的内容，抑或是通过网络建

立起来的伙伴友谊，都是资深玩家的珍贵记忆，
即使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玩家已不再回到游
戏当中，但当年游戏中美好的回忆却始终留在
他们心里，难以磨灭，永不消弭。

对老玩家来说，回味过去的游戏时光是一
件诱人的事，但在《魔兽世界》十多年的历程中，
故事和剧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让老玩家在
如今的游戏中很难寻回昔日的体验。另一方
面，过去的伙伴离开了游戏，合作的友谊也失去
了纽带，所以如今的游戏对于老玩家来说，早已
失去了初入游戏时的体验。

而怀旧版恰恰给这些玩家提供了怀念过去
的契机，怀旧版的游戏内容让故事还原到最初
的状态，老玩家们通过它可以重温当年初入游
戏的感觉。怀旧版的出现也成为一面寻找昔
日情谊的旗帜，当年的老伙伴们自发组织起
来，带着“老胳膊老腿”重回游戏，以寻回旧日的
友谊。

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曾在其著作《存
在与时间》中探讨了过去与现在的辩证统一关
系，当下的存在由过去所构造，人们在怀念过去
的同时也在确立当下的存在。事实上《魔兽世
界》怀旧版正是给了玩家一个回味过去的机会，
无论是初识时的游戏内容，还是旧日的游戏友
谊，都是玩家的个体记忆，更是其人生的组成部
分。当这些过去以原始的面貌再次与今天的玩
家相会时，彼时的记忆再次被唤醒，老玩家们完
成了他们对过去的回顾，由被满足的昔日情怀
填补了当下。

正是老玩家的情怀给怀旧版带来了空前热
度，但其热度能否继续维持却颇值得玩味。《魔
兽世界》在14年间的变化，完全是迎合市场的
过程，如今的游戏玩家已很难再全身心沉浸到
一款游戏当中，因而被恢复到原始状态的怀旧
版会要求玩家花费大量精力，以经营游戏中的
人际关系和团队协作等。同时，怀旧版较高的
游戏难度也会占用玩家的大量时间，对于那些
已成家立业、终日奋战在“996职场”的老玩家们
而言，现实的压力根本不允许他们像年少时一
样不顾一切地完全投入，所以人们很担心怀旧
版引发的这种狂热昙花一现。

当然，无论这种热度能否持续，《魔兽世界》
游戏曾为那些玩家带来的欢乐是无法磨灭的，
始终是他们生命长河中的珍贵记忆。

给你一个怀旧的平台
□陈乾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