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察上述作品不难发现，越

来越多的国产动漫自觉地将中国

传统文化元素融入作品中， 用传

统经典故事形象诠释主题思想，

实现了现代艺术与传统文化的完

美结合。

之前的《大圣归来》在《西

游记》小说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

大胆创新， 塑造出了一个有着侠

肝义胆的东方武侠英雄形象。

《大鱼海棠》取材于《庄子》，并

融合了《山海经》《诗经》等古代

文学中的精华。而《哪吒》的素材

则来源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封

神演义》，讲述了哪吒虽“生而为

魔” 却“逆天而行斗到底” 的励

志故事。

过去一个时期， 在日韩和欧

美动漫的影响下， 许多国漫的创

作者纷纷走上了模仿的道路，不

少国漫故意起个洋名字， 形象设

计趋向日韩、欧美，如果不仔细辨

别，几乎看不出是国产动漫。 同质

化、概念化频频被观众诟病。

“中华文化有着鲜明的东

方特色， 东方文化和艺术也不

同于西方， 因为我们的审美标

准和日常生活都与西方不同。

我们的饮食、运动、学习中无不

蕴含着自己的文化， 中华文化

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里。”

从事了一辈子动画创作的编剧

凌纾说，“只有根植于我们自己

的文化和历史， 才能保持国漫

鲜明的东方特征。 ”

《哪吒》等优秀国漫作品，不

仅取材于传统文化， 还以当代中

国人的视角传递出主流价值观，

让观众获得了全新的审美体验。

“就像《哪吒》，表达的是中国文

化中‘不信天、不信命’ 的价值

观，是真正的国漫。 ” 北京大学新

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 博士生导

师张慧瑜说。

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宝藏，生

动的呈现文化自信是动漫创作

者们积极追求的。 正在金鹰卡通

卫视播出的国家广电总局 “中

国 经 典 民 间 故 事 动 漫 创 作 工

程” 重点动画片《八仙过海》也

是例证，取材于国人耳熟能详的

“八仙过海” 的故事，但又颠覆

了传统表达方式，用“探险” 作

为讲述方式，让孩子们在“平凡

人通过奋斗也能梦想成真 ” 的

故事中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孝、忠、善、廉” 等传统美德

及价值观。 正如国家广电总局宣

传司司长高长力所言 ，“《八仙

过海》 等作品将故事内容与新

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

合，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

断创新的动画片形式更具全媒

体传播力与影响力，更易于孩子

们接受和喜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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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31 日，

“我在———2019 中国版画

艺术工作室联盟作品展”

在贵州美术馆开幕。

“中国版画艺术工作

室联盟” 成立于 2006 年，

由处于不同区域、 各自独

立的版画艺术工作室组建

而成。 其主要成员既是经

历过中国版画艺术思潮转

型， 广受学界及公众认可

的版画艺术家， 也是任职

于国内各大艺术院校的美

术教育家。 联盟成立至今

十余年间，分别在北京、上

海、湖北 、江苏 、广州 、台

北、 深圳等地美术馆与艺

术机构及英国等国美术馆

推动以 “我在” 为主题的

版画艺术展览。

此次展览由省文化和

旅游厅、 中国美协版画艺

委会、 中国版画艺术工作

室联盟主办，贵州画院（贵

州美术馆）承办。 展出苏新

平、周吉荣、陈琦、贺昆、张

广慧、卢治平、徐宝中、孔

国桥、宋光智、唐承华，以

及特邀画家曹琼德、 朱世

伟共 12 位艺术家的近百幅

版画作品， 多种样式及独

特风格的版画作品， 为公

众呈现出中国当代版画艺

术的发展状态。

据悉，展期将持续至 8

月 18 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红薇）

新华社北京 7 月 30 日

电 （记者 胡喆） 记者从

国家国防科工局获悉，由国

家国防科工局和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 《军

工记忆》 第二季 5 集武器

装备型号纪录片，于 8 月 1

日至 5 日晚 8 点黄金时段

在 央 视 纪 录 频 道

（CCTV-9）播出。

据悉， 此次播出的纪

录片分别以 “第一颗氢

弹 ” “05 式 两 栖 装 甲 车

族”“直 10 武装直升机”

“95 式枪族 ” 和“054 护

卫舰” 等五型装备的研制

历程为背景， 讲述军工人

的故事， 向全社会大力弘

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军工报国、甘于奉献，为国

争光 、勇攀高峰 ” 的军工

精神。

国家国防科工局新闻

宣传中心主任李自平介绍，

《军工记忆》第二季以科普

和人文关怀为创作风格，以

传播军工正能量为创作主

旨， 适度增加科普元素，讲

述军工故事。摄制组行程数

万公里， 先后深入 30 多家

军工单位调研、采访、拍摄，

深入采访型号研制亲历者

180 多人，拍摄素材 500 多

小时， 收集历史视频资料

1500 多分钟。

“纪录片既生动展现

了催人奋进的装备研制进

程， 又深刻勾画了感人至

深的人物故事； 既深入浅

出地介绍涉及武器装备的

科普知识， 又真实再现了

时代背景和人文情怀；通

过反映国防科技工业装备

型号鲜为人知的研制历

程， 向全社会展现了军工

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

埋名人’ 的精神风貌和重

大贡献。 ” 李自平说。

对神话进行解构式“新编” ，

这年头已不稀奇，编得好的，必定

能引发人们的内心共振。 暑期档

“黑马”《哪吒之魔童降世》的高

口碑，再度印证了这一点。 截至目

前，《哪吒之魔童降世》在豆瓣上

拿到难得的 8.8 分，在票房上也后

起直追，成为《大圣归来》之后国

产动画的又一部佳作。

这原本并不是一部被看好的

电影。 《哪吒闹海》经典在前，给

后续翻拍制造了难度；更何况，将

哪吒定位于“魔童” ，挑战了哪吒

在人们心目中早已根深蒂固的形

象。 可《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成

功， 就成功在将哪吒形象设定在

“魔童” 上。 当哪吒成了魔童，他

的反叛才有更多“现代性” 。

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哪

吒， 每个人印象里的哪吒大致都

相同：在外形上，哪吒永远是那个

穿着红肚兜、戴着银手镯、手执火

尖枪等八种武器， 脚踩风火轮的

萌娃。 这样的萌娃虽然武功了得，

但过于萌的外表， 让人很难相信

他的战斗实力———尽管 《封神演

义》记载，哪吒杀了 16 个敌人。哪

吒的气质， 似乎也决定了他没法

成为“魔性” 的人。 众所周知，后

来的哪吒， 是他的师傅太乙真人

用荷藕做骨、荷叶做肉“打造” 出

来的， 他已经不再是当年被父亲

李靖一剑劈开的肉球。

身体承载从“肉” 到“藕” 的

变化， 决定了哪吒从奇人到仙人

的变化。 作为年轻的不老童子，哪

吒身上的复杂性已随着肉身消

失， 他注定成为民间传说中的一

位吉祥神。 所以，《哪吒之魔童降

世》开篇将哪吒定性为魔，是不小

的冒险，但恰恰是这种冒险，成就

了这部电影。 或许是得到周星驰

《西游·降魔篇》、田晓鹏《大圣归

来》 这两部电影成功将孙悟空形

象妖魔化的鼓励，《魔童降世》选

择了以相似的手法来重新塑造哪

吒。

从社会心态来看， 人们也早

已对所谓的“神魔” 定义，有了更

多元、 宽容的认识———因为在人

性的投射中，“神” 与“魔” 有时

是并立或共生的存在， 可以存在

于一人性格中。 这些年来，很多人

评断人与事物的逻辑， 已跳出了

“非黑即白” 的框架。 洞察能力的

增强，共情能力的提升，使得大家

在分析具体现象时， 除了有更坚

定的立场外， 也有了更灵活的切

入角度。

以哪吒与其家庭为例， 最初

哪吒的故事深入人心， 在于他是

个悲剧人物。 《西游记》 中的哪

吒虽然顽劣， 但罪不至死， 他的

父亲李靖出于捍卫传统秩序的需

要欲杀之， 由此才产生了哪吒的

“割肉还母，剔骨还父” ，这是诠

释中国式父子关系最为暴烈的一

个故事。 在深受“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 观念影响的时代，哪吒作

为儿子的反抗， 完全达到了莎士

比亚悲剧作品中理想破灭后带来

的震惊效果 。 哪吒的反权威形

象，已经在《西游记》的描写中被

定格。

但在漫长的父权社会当中，

是不会允许、 承认与扩大哪吒

“自杀” 行为寄寓的反叛意义

的。 哪吒的被萌童化，是长期以

来父权阴影笼罩的结果，但有些

人为了推卸李靖的责任，认为是

哪吒不孝。 但这其实是个伪命

题，无论是用“身体发肤受之父

母” 的伦理角度，还是从“不自

由毋宁死” 的现代权利维护角

度，哪吒之死都与孝无关。 他的

命运变化，确切地说 ，更多指向

于很难被放在案头讨论的 “传

统父子关系与家庭代际冲突” 。

哪吒的“剔骨还父” 是悲剧。

对于悲剧， 鲁迅有个定义：“悲剧

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

看， 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

看” 。 哪吒把自己的命毁灭给父母

看，是绝望到极点的表现。 后来作

家蒋勋在评价哪吒时，说到哪吒的

孤独来源于“无法做自己” 。 哪吒

的武器不是“六臂” 所持，毁灭、绝

望、孤独才是他最后的“武器” 。

可惜的是， 哪吒之死并没有

换来李靖的悔意。 这也意味着，不

是所有家庭里的亲密关系， 都是

以“天伦之乐” 收场的。 这些年

来，随着年轻人走上舞台，对传统

家庭美德的捍卫开始在 “子女权

利” 的讨论中有所松动。

一场家庭内部的 “平权行

动” ， 正在悄无声息但又不可逆

阻地进行着。 这是一场不可能只

有年轻人要反思的行动， 给予年

轻人以平等表达的空间与自由独

立的机会， 恐怕也是很多国内父

母要做的功课。 《哪吒之魔童降

世》受欢迎的背后，就跟这类现

代化表达有关： 虽然哪吒在外形

上被陌生化，却给“藕骨荷肉” 的

哪吒注入了真实的人性。 他不再

是个神仙， 而是个敢于表达愤怒

也敢于表达爱的凡人。 他的表达

方式，也很“年轻” 。

在这部新电影里， 哪吒与父

亲的和解， 也有着可信的现代性

与伦理表达的多样性。 这样的哪

吒，才是真正走出神话故事、与每

个人都有联系的哪吒。 他是哪吒，

也是我们很多人。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

员孙佳山看来，《哪吒》 的成

功 ，当然跟其“硬 核 ” 品质有

关 ， 但也是市场对国漫需求的

情感迸发。 中国人对自己的文

化本身就有心理认同， 做出较

高水准的影片势必会得到国人

的热捧。

国漫越来越好看了， 但是它

要走的路还很长。很多人关心，未

来能否出现更多的《哪吒》。正如

孙佳山所言， 对于审美水平越来

越高的中国观众而言，尽管《哪

吒》 较以往的国漫作品质量更

高， 但客观来讲仍然有进步的空

间。“我们在给予肯定的同时，也

应该及时总结得失， 过高的评价

对于国漫整体发展也不完全是一

件好事。 ”

张慧瑜认为，国产动漫电影

要想走得更远，还得继续打牢基

础。 动漫电影制作是个综合的工

业化流程 ， 除了特效方面的技

术，还需要服、化、道、摄、音、美

等各个环节的配合，而这些环节

的专业性人才储备还不充足，这

需要从学校教育这样的基础性

工作做起。

同时， 对于国漫的未来发

展，孙佳山认为：“中国动画电影

仅仅向后探寻、走老路是远远不

够的。 如何消化虚拟现实、人工

智能这些方兴未艾的新媒介技

术， 进而实现中国美学风格的艺

术表达，真正触碰到这个时代的

文化脉搏， 迎接这种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式的历史挑战，需要新

一代中国动漫人下大功夫去深

入探索。 ”

韩业庭 王茜

日前，“长安十二时

辰仙灯” 登上热搜。 在热

门剧 《长安十二时辰》

中， 一座高大的 “仙灯”

吸引了许多观众的视线，

许多观众感叹其造型精

致。 实际上， 类似的花灯

在唐代并不罕见， 有些还

相当有技术含量。 据民俗

专家介绍， 古代花灯有些

体型巨大， 有些小而精

致 ， 有的比剧中的 “仙

灯” 还要复杂得多。

花灯 ， 又叫灯笼 ，主

要的作用是照明。古代的

灯笼一般由纸或者绢作

为灯笼的外皮 ，骨架通常

使用竹或木条制作，中间

放上蜡烛 。 它起源于汉

代， 在唐代十分盛行，宋

代则遍及民间。花灯的制

作十分讲究，在具备生活

功能的同时，也可以做得

富有艺术感。仅就花灯的

种类而言 ， 就有宫灯 、纱

灯、 龙凤灯 、 棱角灯 、树

地灯 、 礼花灯 、 蘑菇灯

等 ；从形状上区分 ，则有

圆形、 正方形、 圆柱形、

多角形等。

上元节观灯的习俗亦

由来已久。 民俗专家王娟

介绍， 古代比较常见的还

有体型巨大的“鳌灯” ，仿

照事物形象编制而成。 此

外，还有根据戏曲故事、民

间故事制成的“活动灯” ，

如牛郎织女、二十四孝等，

十分好看。

唐代灯会十分热闹 ，

元宵放灯成为很受欢迎

的文化娱乐活动 ， 千家

万 户 一 起 出 来 观 灯 ， 大

街上熙熙攘攘 ， 马车都

无法掉头 。 人们既是看

热闹，也是看新奇 。 那时

候的花灯制作， 已经很

有技术含量了。

有一种花灯，确实形似

“摩天轮” 。 《朝野佥载》

中记载： 唐睿宗先天二年

正月十五， 在安福门外做

一巨型灯轮，高达二十丈，

装饰着各种丝绸、金玉，灯

轮悬挂花灯五万盏， 五彩

缤纷。

此外，还有制作精巧的

“灯树” 、“灯楼” 等。 《明

皇杂录》里记载：唐玄宗时

期的工匠毛顺手很巧 ，以

缯采结为灯楼。 这座灯楼

高达一百五十尺， 如果有

风吹过， 灯楼上悬挂的金

玉之物便发出清脆的声

音，十分悦耳。

《开元天宝遗事》里则

提到， 当时韩国夫人置办

了百枝灯树， 灯树高八十

尺，竖之高山上。 此后在上

元夜燃灯， 光芒亮到百里

皆见。

各式花灯吸引人们流

连忘返。 唐代诗人苏味道

在《正月十五夜》中写道：

“火树银花合， 星桥铁锁

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

来。 ” 描绘了花灯与月光相

映的动人场面。

宋代花灯制作水平比

唐代愈加先进。 南宋盛行

“走马灯” ，设有“轮轴” ，

也叫纸轮风车，上有剪纸，

在灯内点上蜡烛后燃烧产

生的热力造成气流， 带动

轮轴转动， 烛光将剪纸的

影投射在灯屏上， 图像不

断变化。

明清时期的花灯品类

更多。 除鳌山灯之外，清代

的元宵放灯中， 还出现了

冰灯。

王娟说，上元灯俗在汉

魏时期就很普遍了， 唐代

也很流行。 此外，无论制作

花灯，还是沿袭已久的“观

灯” 习俗，代表的都是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上官云

时讯

观影札记

且看国漫如何练就“中国功夫”

在这个票房稍显低迷的暑期档，国产动漫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脱颖而

出，成为暑期电影市场上的票房黑马。上映六天票房已突破 12 亿元大关，市场表

现和口碑双双完胜稍早上映的美国大片《狮子王》。

多年前，我们还在感叹国产动漫与好莱坞拍摄的《功夫熊猫》《花木兰》的

差距，如今越来越多的国漫精品已悄然出现。 从 2015 年的《大圣归来》到 2016

年的《大鱼海棠》再到今年的《哪吒之魔童降世》《白蛇：缘起》，高质量的国产

动漫作品越来越多， 勾勒出一条国漫崛起的发展曲线。 不停刷新纪录的国漫背

后，不仅有制作上的匠心，更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和创新表达。

陌生化的哪吒 年轻化的表达

韩浩月

关注

承前启后的深入探索

本世纪初， 说起华丽特效与

精美剪辑， 观众首先想到的便是

好莱坞大片。 好莱坞迪士尼动画

电影的奇幻与酷炫， 曾经汇聚了

大量中国观众的目光。 成龙当年

就感叹：“我们有功夫， 有熊猫，

却没有《功夫熊猫》。 ” 现代动漫

作品，不仅是一门艺术，更是一个

工业化的产品。 成龙当年的 “遗

憾”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动

漫制作被技术“卡了脖子” 。

上海摩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创始人冯凝华认为， 在游戏行业

的带动下，中国的 3D 技术这些年

进步迅速，相关公司也多，不少业

务能力达到了国际水平。 现实中

精品国漫的大量出现， 是中国动

漫工业技术进步的生动注脚。

观众普遍表示，《哪吒》不仅

故事好，其特效、动作设计、配乐

节奏等也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哪吒》 创造了国产动漫的一个

高峰，与其高水准的制作分不开。

据了解，《哪吒》 经历了一

个漫长的孕育过程。 历时 2 年打

磨剧本、3 年制作，60 多家制作

团队 、1600 多位制作人员参与

……仅“江山社稷图中四个人抢

笔” 的草图就做了 2 个月。 《哪

吒》 导演饺子在接受采访时半

开玩笑地说：“很多家公司在接

了这个项目后离职率都上升了，

因为我们对制作的要求非常高，

不少动画师、特效师都表示压力

太大。 ”

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

表示， 过去整个行业都太浮躁，

比较急功近利，“许多作品只有

一两年的制作周期，做出来的作

品往往就成了‘快餐’ ，难以给

人留下长久的印象” 。 从《大圣

归来》到《哪吒》，它们的成功

都再次表明，动漫制作既需要匠

心，也需要耐心。 国家一级美术

师 、 动画导演曹小卉举例说，

《大鱼海棠》 制作了十年，《大

圣归来》 制作了七八年， 这次

《哪吒》 制作用了五年 ， 所以

“要出精品，得慢慢来，急不得，

因为这是行业规律” 。

技术进步的生动注脚

文化自信的生动呈现

2019中国版画艺术工作室

联盟作品展在筑开幕

《军工记忆》第二季开播

《长安十二时辰》仙灯上热搜———

古代花灯有哪些“黑科技”

7月 30 日 ，

导演饺子（右）、

编剧刘文章在杭

州参加电影映后

见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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