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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 非

具实验性的画风和精彩的故事之间找
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动画长片拥有
情节跌宕的故事，但是美术风格往往
相对保守；实验动画具有奔放大胆的
艺术形式，却缺少把控严谨的整体性
故事结构。
《马茹娜的非凡旅程》做到
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影片出现
的每一种大胆的动画形式都有它所对
应的含义。例如在特技演员马诺被月
亮马戏团的人看中并提供了丰厚待遇
这一段落中，马诺因为拒绝了这个机
会而懊恼不已；
在表现马诺的沮丧时，
导演将特技演员的身体轮廓做了动画
的变形处理，将他沮丧至极的样子外
化成瘫倒在马路上的线条，马诺的失
落由此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建筑工
地生活的段落中，小狗一直担心主人
会将它抛弃；因此在一个幻想的段落
中，小狗看到两旁盖好的房子不断地
□ 向中间挤压，这些庞大的建筑物让它
所处的空间越来越逼仄，直到将它挤
得无法喘息。在老爷爷突发疾病倒地
不起的段落中，动画师也大胆地使用
了老爷爷灵魂出窍、从螺旋楼梯迈向
天国的意象化动画设计。
在看过这一伤感的故事后，小狗的不幸遭
遇总令人联想到人类自己。小狗渴望不变的生
活、稳定的关系、持久的情感；人类追求的则是
丰富的生活、变化的关系、新鲜的情感……那
些曾经被我们看重的人和事，或许随着时间的
推移和生活的变化变得一文不值——或者说，
起码不再那么重要。
我们理所当然地称之为长大或者成熟。

萌

蒙远与史玉冒险路上的奇景

女孩在公园捡到小狗

■他山之石

—今敏作品为例
—以

镜头的人称

■实验动画

□刘书亮

《东京教父》镜头序列

任何一个漫画分格或影片镜头，
都是在给观众提供特定的画面和观看
视角。这一画面仅仅是媒介为观众提
供的一份延伸的目光吗？还是它能代
表具体角色的所见所感？这就是镜头
画面的人称问题，是一个很值得玩味
的议题。它也涉及
“看”
与
“被看”
的关
系，其为动画与漫画镜头设计中尤为
核心的线索，遍及各题材与类型作品
的叙事当中。本文要分析的主要对
象，是动画导演今敏早期漫画作品《海
归线》的封面与封底设计。
1990 年的《海归线》，是今敏第一
部经连载后成本出版的长篇漫画（该
书已被引进中国）。读过这本漫画的
人，应该会对其湛蓝色的封面与封底
设计印象深刻：本书封面是男主角坠
入海中的画面，而封底则展现了仰视
人鱼的角度，
是人鱼身体的逆光画面。
因为书脊也是蓝色的，衔接了封
面和封底，所以作为读者，我们完全可
以把封面和封底作为一张画的整体的
两个部分去看待。但同时，书脊也是
纸质出版物媒介为此画面所提供的天
然分格提示。因此，也可以把它们视
作漫画的两格，或者就像是一部影片
中两个接在一起的镜头，封面在先，封
底在后。

“毛毛——”伴随着人类小兰的一
声叫喊和急促的刹车声，小狗毛毛倒
在了血泊里。
法国动画《马茹娜的非凡旅程》讲
述了一只流浪狗的一生。这是一只出
生不久就被人类遗弃的小狗，它曾陪
伴怀才不遇的特技演员追逐梦想，帮
助辛劳工作的建筑工人消除烦恼，还
曾陪伴叛逆的单亲家庭女孩温暖成
长。小九、安娜、莎哈、毛毛……她频频
更换名字，像丢失地址的信件一样在
各地流转。她的一生被人类珍惜又丢
弃，
直到生命在一场意外中戛然而止。
《马茹娜的非凡旅程》由法国动画
纪录片导演安卡·达米安执导，
在第 29
届昂西国际动画节获得长片动画水晶
奖的提名。在影片中，小狗希望一成不
变，但人类却恰恰相反。他们永远在追
寻自己没有的东西——
“梦想”，而小
狗却称之为——
“不知道如何快乐”
。
这个略带伤感的故事使用了颇具
特色的动画表现手法。影片的原动画
设计灵活多变，当小狗倒在血泊里，川
流不息的车辆连接成一条条迅速运动
的曲线，恰当地表达了小兰和小狗已
处于一个无助的独立空间；特技演员马诺的服
装上装饰着条纹，他在旋转和跳跃时，衣服上
的条纹就像散开的彩带一般环绕着他的身体。
此外，在影片中被精神障碍困扰的老奶奶病情
发作时，她清晰的五官会突然变成一团乱线；
而当老奶奶神志不清时，她脸上的五官也被擦
去，
变成一堆毫无逻辑的臆想符号。
令人欣慰的是，
《马茹娜的非凡旅程》在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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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蒙远的冒险与成长，隐藏线索是地犼攻击秦
阳城的内因。这两条线索最后的融合稍显生硬，
即蒙远没有从旅行的成长中获得必然战胜反派的

沮丧的特技演员马诺和小狗

法国动画《马茹娜的非凡旅程》
——

《俑之城》电影海报

力量。对于主角成长的历程，影片处理得十分潦
草。蒙远本身没有经历明显的“付出”——影片
只展现了他跟史玉学剑——在长达 110 分钟的电
影里，矛盾冲突并不紧密，主人公进行的冒险本
身并没有太大意义，更像是为了谈情说爱而准备
的。可他的“收获”却来得太过容易——无论是
收获战友还是得到打败大将军的力量——巫师
（也可以说是仙人） 对蒙远格外偏爱，似乎只要
主人公是“被选中的”或者是“具有勇气的、善
良的”便可以直接达成所愿。
这就导致直到影片最后，“爱情”与“拯
救”也没有水到渠成地弥合到一起共同推动故事
高潮。而故事两条线索的割裂，使得主人公从
“想要成为锐士”转变到“重新定义自己”的核
心诉求显得生硬且苍白。
诚然，兵马俑、青铜器、古陶器、古兵器等
文物是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绝佳元素，但在华丽
的视觉元素堆叠之上，电影并没有给出贴合传统
文化气质的人物。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主人
公应具有坦诚坚强的品格、真挚热忱的信仰、不
畏艰险的勇气、宽仁有度的心性，他所希冀的往
往不是重新定义自己，而是苦恼如何超越自己、
战胜自己，他的勇气与力量也许来自朋友、爱
人、亲人甚至敌人，但他的了然与顿悟一定来自
与自己的和解。《俑之城》 的主人公显然没有这
样的挣扎，他的寻找自我与冲冠一怒更符合西方
的骑士品格。事实上，电影人物 （不仅限于主人
公） 的设定、主人公的成长轨迹与故事的冲突推
进方式也与迪士尼经典作品颇为相似。
究竟什么是好的中国风动画电影，是很难一
言以蔽之的。私以为，好的中国风动画电影应积
极展现中国优秀文化的内核，以中国之故事扬中
国之精神。中国文化庞大而复杂、含蓄而多元，
它兼容并包又独树一帜，俯拾皆是又奥妙精深。
一个故事可以展现儒家的伦理道德、道家的谦冲
淡泊、墨家的快意任侠，也可以展现山林风月、
流水落花，以有尽之景语写无尽之情语。重要的
是，它不能离开中国特有的文化语境。比起华美
的视觉效果、中国风的元素堆砌，文化的力量才
是真正沛然莫御的，也是一个好故事在叙事与人
物之上更应切实把握的。

从被珍视到被遗弃

史玉与秦阳城
《俑之城》 是 2021 年 7 月上映的奇幻冒险题
材 3D 动画电影，曾入围第 24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金爵奖最佳动画片提名。动画撷取中国古代兵马
俑、青铜器等文物的风格元素，以“俑”作为人
物主要形象，以地下世界秦阳城为主要舞台，通
过少年蒙远励志成长最终拯救城市的故事，赋予
文物以别样的生命与传奇。
在地下世界秦阳城，俑与青铜兽一起生活
着。少年蒙远是一名杂役俑，按照阶级划分，他
一辈子只能做杂役。但蒙远向往成为兵俑，尤其
是大将军的属下“锐士”，为此他没少给别人添
麻烦。一次偶然的机会，大将军允诺他，只要杀
掉地犼昆仑就让他成为锐士。地犼是生活在地底
的野兽，近年来地犼经常进攻秦阳城，许多兵俑
在与地犼的战斗中支离破碎、无法修复，而蒙远
要猎杀的地犼昆仑更是让不少兵俑有去无回。
蒙远出城后找到了昆仑，但诱捕意外被一个
叫史玉的姑娘打断，两人共同经历了一系列冒险
后明白了彼此的心意。蒙远在回到秦阳城后阴差
阳错地捉到了昆仑，如愿成为锐士。但他很快发
现地犼频繁攻城是因为大将军窃取了地犼繁衍生
息必需的乾坤石。是继续做大将军忠诚的“锐
士”，还是守护所爱的人与生活的城？对此蒙远
并未丝毫犹豫。
故事设定颇为奇妙。在宏大的地下世界里，
俑如同人类一样生活，城市错落有致，建筑是中
国传统古建筑，人物的生活水平大约保持在先秦
时期，巫卜为俑修缮破损的身体，俑能长久地活
下去。与俑一起生活的青铜兽也来自于商周、秦
汉青铜器造型，器型古朴典雅，从容过市时隽永
可爱。从影片的视觉效果和画面细节可以看出，
《俑之城》 的制作是十分用心的，制作水平也堪
称一流，自然场景瑰玮绮丽、城市街景古拙质
朴、灯市以多角度来展现繁华热闹、军队操练则
用远景来展现威武庄严……画面里出现的器具，
无论器形还是纹饰，都贴合器物本身的质感，许
多还可与影片细节对照呼应。
故事的叙事是显而易见的三段式叙事，主人
公踏上改变命运的旅行，经历一系列困难与冲
突，最后达到自己的目的。故事有两条线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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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采难书

——动画电影《俑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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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让两格画面产生紧密
联系的，正在于一个精妙的细
节处理。封面图里并不是一个
简单的“沉入海底”的感觉，倘
若我们细看封面，就会发现男
主角洋介平静地睁着眼睛，目
光非常明确地把我们引向封
底——他，
正在看着人鱼。
经由洋介的目光，封面与
封底就构成了正反打关系。这
就是镜头语言的
“看”
与
“被看”
的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会发现封底既可以被解读成洋
介的第一人称主观视角，也可
以被视作客观化的描绘——或
者说是读者的目光。就这样，
这两个镜头就直接将读者与男
主角“缝合”起来，奠定了认同
的基础。此外，人鱼也就被塑
造为一个有待探索和认识的神
秘对象。
今敏非常擅长使用这样的
属性暧昧的镜头。在今敏执导
的动画电影《东京教父》中，就
有另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这
个例子在互联网上也被不少视
频论文提及过。在多个展现城
市风光的镜头序列中，最后一
个是从上至下俯拍的，画面中
央是几个围成一圈聊着天的路
人。该镜头的初步属性无非是
一个很普通的景物镜头，但紧
接着的镜头是主角之一美由纪
的面部特写，这也是美由纪在
电影中首次出现，镜头展现了
她吐口水的动作。然后，俯拍
镜头再次出现，口水从高处落
下，
路人之一抬起头，
并在其后
又追加了一个仰视的反打镜
头。通过这样几个镜头的组合
连接，那个原本简单的俯视镜
头就摇身一变成了美由纪的主
观镜头，不经意间实现了镜头
人称属性的转变。

罪与罚的奏鸣曲
——《名侦探柯南·钢琴奏鸣曲〈月光〉杀人事件》

日本知名推理漫画《名侦探柯南》
自 1996 年被改编成同名动画片起，至
今为止已播放了 25 年，涉及的作案手
法和案件背景数不胜数，为观众奉送
了无数设计精巧、复杂烧脑的经典案
件。2021 年，
“ 柯南”迎来了它的第
1000 集，为了这个特别的时刻，官方
决定使用目前的动画技术和制作班底
重置一个经典案件。在选择重置对象
的过程中，
《钢琴奏鸣曲〈月光〉杀人事
件》以极高的人气在众多选项里拔得
头筹，于 2021 年 3 月带着新面孔与观
众再次见面。
《名侦探柯南》是围绕一位变小的
名侦探展开的故事集，柯南原本是高
中生侦探工藤新一，在一次跟踪神秘
黑衣组织并监视其交易现场的时候不
慎 被 发 现 ，然 后 被 灌 下 毒 药 身 体 变
小。为了自己和身边人的安全，他化
名为江户川柯南，虽然表面上是一年级小
学生，但这并不妨碍他做推理侦破工作。
从大致内容上来讲，柯南的故事可以分为
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追查神秘黑衣组织、探
求使柯南变小的药物真相的主线剧情，
“柯
南宇宙”
因此而开启，
聪明的侦探与邪恶势
力的对决是柯南迷热爱这部作品的主要原
因；
另一部分便是日常的推理单元剧，
单元
剧的故事之间互相独立互不影响，每一两
集完成一个案件，这部分故事不受时间和
空间约束，是作者尽情施展才华和完善人
物设定的地方。
《钢琴奏鸣曲〈月光〉杀人事
件》就是日常单元剧中的一个，
最初上映是
在 1996 年。早期的柯南动画经典如云，在
新颖的道具和人物设定、案情和推理的布
局、解谜的紧张刺激中，
处处展示着作者的
巧思，
即使是在这样扎堆的高质量作品中，
该案件仍属上承之作。
静谧的月影岛最近因为村长选举变得
热闹起来，柯南一行人接到神秘委托也来

《钢琴奏鸣曲〈月光〉杀人事件》重映企划
到这里，然而却找不到委托人。更让他们
意想不到的是，这次竟然牵扯出一个大命
案以及暗藏在平静小岛的贩毒集团。月影
岛的三名村长候选人接连死在公民馆的钢
琴房内，死时还伴随着贝多芬奏鸣曲 《月
光》 的琴声。案件线索散乱，相关人员动
机不足，与已知的不在场证明交织在一
起，实在繁复无章。柯南没有放过任何一
个细节和打听更多相关消息的机会，揭露
出隐藏多年的秘密：出生在岛上的著名钢
琴家利用海外演出的机会带回毒品；12
年前钢琴家回到这里公演，借此机会郑重
表示自己以后不会再带毒；其余四名一起
贩毒者担心事情败露，便将钢琴家一家人
锁在房内并纵火行凶，伴随着钢琴家最后
一次的弹奏，在《月光》的旋律中一家三口
死于熊熊大火。
但这四人并不知道钢琴家还有一个因
病在外地住院的儿子，更没想到这个儿子
多年后学医毕业，男扮女装，使用化名“成

□翟小幸

实”
回到小岛当医生，
开始调查父亲
死亡的真相。其中一位凶手在得知
医生的真实身份后，心脏病发死在
公民馆琴房，成实医生也得知了真
相，悲凉地在尸体旁弹奏《月光》。
之后这间琴房成了被诅咒的存在，
岛上的人不敢靠近，但诅咒背后却
是贩毒团伙有意散布的谣言，以便
让他们更肆无忌惮地在琴房进行毒
品交易。这次先后死去的三人正是
成实医生的复仇对象——12 年前
纵火案的凶手、贩毒团伙的人员。
真相被揭穿后成实医生却趁人不注
意跑到琴房，
在大火中再次弹起《月
光》而自杀，
柯南也没能救下他来。
整个故事以钢琴奏鸣曲《月光》
为线索，使得成实医生的身世和蛰
伏多年的复仇显得更加哀怨。安静
却暗流涌动的恐怖氛围，令人瞠目
结舌的真相，造成了很多观众的童年阴
影。成实医生为了复仇男扮女装，抱着自
杀的决心精心布局，却在行动前仍希望有
人来阻止，
所以给柯南发出了神秘的委托，
复仇完成被揭穿后又不顾柯南的阻止而结
束生命……这个角色是多面的、矛盾且丰
满的，所以这一悲剧让大家多年来无法忘
怀。除了故事本身足够精彩，这个案子更
是完成了对柯南这一角色精神内核的填
充，这是在追查结束后犯人第一次在自己
面前死亡，
为此柯南陷入深深的自责，
自责
“用推理把犯人逼到绝境看着他自杀的人
与杀人犯没有区别”。柯南对生命是尊重
和悲悯的，
但在面对案件时，
不管犯人多么
值得同情，真相仍然是他唯一的选择。但
自此之后，
他的处理变得更加成熟，
不但注
重探求真相揭发罪恶，同时也要让犯人接
受法律的惩罚，而不是轻易地自己结束生
命。这无疑是柯南罪与罚的信念，他的形
象也因此更加立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