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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认为，动画电影工业化的核

心应该是人，“作为制片人，核心工作

在于深入到创作里，了解创作方法，

提炼、归纳、拆解，最后变成可执行手

册”。他介绍，目前田晓鹏导演的第

二部动画电影《深海》面临着非常大

的挑战，“要面对一个相对比较虚的

概念去找方向，其实是特别大的损

耗。从我们自身来说，核心还是要做

足工业化的准备，在基于人的基础上

进行团队训练，通过团队有意识地去

完善、优化、升级创作系统。这需要

大概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或者是两

三部影片才能够形成所谓工业化的

根基。”

崔迪对刘伟的观点表示赞同，直

言“动画电影工业化是相对更容易实

现的，我也认为工业化的核心应该是

人”，他进一步延伸了工业化的概念范

畴，“工业化其实是要把整个电影考虑

成一个更系统的东西，让它不管是从

创作还是制作上以及后续衍生的商业

内容上，都有可控性和可持续性。所

以我认为工业化最开始是一种思维，

到后面它会演变成一种工作方式。”

陈洁用“标准化、制度化、规模

化、可持续稳定输出”来概括她对工

业化的理解，她认为动画电影工业化

的核心“就是头部故事和头部内

容”。“动画电影的工业化就是要用标

准化的流程去控制影片成本、把控制

片风险，用相对规模化的创作生产方

式，稳定输出符合观众预期的动画电

影，从而实现稳定的收益。”

陈洁以当前正在筹备的《大鱼海

棠2》为例，解读了头部故事和内容对

动画电影的决定性作用。“我觉得动

画电影工业化的核心是前期的内容

创造，是否有能符合所有电影艺术创

作标准的好故事、好剧本。项目开发

是电影工业的核心，确定一个作品的

准确定位和完成合格的剧本是最高

难度和最长周期的一个环节。《大鱼

海棠》的两位导演都非常个性化，最

终我们的目标定位达成一致，即《大

鱼海棠》系列动画电影的项目定位就

是强个人属性，所以我们会尽量尊重

导演的节奏，让他在前端找到一个满

意的、优质的、值得开工的故事之后，

再由我们去改善制度流程体系，帮助

他实现。”

动画电影制片人谈中国动画工业化：

国产动画电影的工业化关键要靠人

本报讯不久前，首届“东布洲国际动画展”暨第八届“中国独立动画电影论坛”在

江苏南通海门市举行。追光动画联合创始人于洲、《大鱼海棠》制片人陈洁、《白蛇：

缘起》制片人崔迪、《大圣归来》制片人刘伟、《哪吒之魔童降世》制片人刘文章以及

《风语咒》制片人张旋等共聚一堂，围绕“中国动画电影的工业化”主题共同分享经

验、探讨困惑、寻找未来发展方向。

学动画出身的张旋对三维动画

电影的制作技术有着深厚了解，对整

个动画制作的技术周期和流程能够

有效把控，从单纯的技术制作到全案

把控的动画电影制片人，张旋最大的

感触是“制片人不能只懂技术制作，

应该更多从管理的角度来做动画项

目”。

做二维动画出身的陈洁，认为二

维动画的制作方式比三维动画更加

“原始”，也提出应该从制片流程上推

进二维动画的工业化，“虽然我一直

都处在这个行业当中，但因为我们一

直做 2D，很多人认为 2D 跟手工作坊

生产相似，没有 3D动画那么标准化、

工业化的流程。作为制片人，我们希

望能有更好的理念，让 2D 动画的流

程变得更好”。

有着动画学科和制片人专业背

景的崔迪提出，“制片人、导演和团

队，是一个三角支撑的结构”，她直言

曾经“花了很多年摸索自己应该做什

么”，最终发现，“作为制片人，很重要

的一个点是信念。因为有很多东西

是很难实现的，制片人就要给大家信

念，而且自己也要非常相信一定会做

完、一定能做好，这样才能带着大家

往一个很清晰的目标上前进。”

崔迪以《白蛇·缘起》的制作为

例，讲述这种信念的重要性，“动画电

影创作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

的问题，比如说传递目标时，导演表

达的东西是否清晰、团队是否能理

解，也包括周期、人员的压力。在

2017、2018 年，整个市场环境比较低

迷，所以我们要不断给自己的团队打

气，最终才有了《白蛇·缘起》的出

世。”

（郑中砥）

陈洁现场提出未来动画电影制

片人发展的两种趋向：制作型制片

人和创作型制片人。“偏制作型的制

片人对流程非常清晰，对自己也有

很高的要求，比如新的项目有新的

技术要求，就需要这类制片人有很

强大的学习能力。另外一种偏创作

型的制片人，他们可能对前端的把

控更好，这是最浅但也是最考验制

片能力的部分，也是值得所有制片

人去挑战的方向”。而不论哪种类

型的制片人，利用自身专业背景与

导演实现优势互补，才能够持续稳

定推进项目发展。

在《大圣归来》制片人刘伟看

来，制片人寻找合适的导演，就像

“寻找‘另一半’，很重要一点在于，

我们不具备的那个点（能力），一定

是你搭档非常擅长的”。他以自己

与田晓鹏导演的合作为例，分析了

二人合作中的优势互补，“饺子和田

导都属于非常纯粹的创作人，他们

对于作品的强烈表达欲，让我感觉

到敬畏心，同时大家的目标方向比

较一致，所以最终走到了一起”。刘

伟总结自己在《大圣归来》制作过程

中，“真正笃定自己的制片人身份、

感受到创作的乐趣，找到自己作为

制片人的清晰定位在于可以通过自

己的协调组织和整体思维，帮创作

者一起实现这个作品。”

刘文章从与饺子导演十几年的

合作中总结出二人的优势互补模式，

“饺子的天赋才能各方面远在我之

上，但是我比他更早创业，这方面更

有经验，一起创业之后就互补，一合

作就十几年”。十几年中，刘文章始

终保持与饺子的同步沟通，确保团队

内部沟通少走弯路。同时，作为拥有

动画专业背景的制片人，刘文章利用

自身专业优势，“去跟供应商、合作方

聊的时候，能够把真正的问题找到”。

刘文章以《哪吒之魔童降世》的

上映为例，谈到制片人专业背景、判

断力和意志力的重要性。“今年 4月，

《哪吒》80%的特效都没有完成，80%
合成灯光没有完成。当时整个团队

内部都觉得暑期肯定上不了，但我

通过之前经验判断一定能完成。临

时调度各种资源解决问题，想尽各

种办法去完成。这也需要制片人有

非常坚定的意志。最终，在 1600 多

人名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促成

了‘哪吒’在暑期档上映。”

崔迪提出，实现动画电影工业化

发展，从业者的工业化思维和工业化

工作方式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

最开始在考虑产品的时候是否带有

这种工业化的思维？在做创作的时

候，又是否能考虑到后续或横向的拓

展？在用工业化方法去实现作品的

时候，是否使用了合理的工业化方

式，并且每个参与者都切实了解自己

那部分工作的工业化标准需要做到

什么程度？总地来说，我认为实现工

业化最后都落在动画从业者身上，工

业化的推动力首先在于从业者形成

工业化思维”。

崔迪以《白蛇·缘起》的制作为

例，分析了全产业链式工业化思维的

重要性，并提出，系统、可持续的动画

电影工业化模式更应该注重全产业

链尤其是后端衍生产品的开发。“我

们在做完《白蛇·缘起》之后，经历了4

部电影，现在正在做《白蛇·缘起》的

续集。从制作上来说，我们 200人的

制作团队大多是内部团队，从创作一

开始的故事到到所有的细致环节、到

后期，都有一些流程管理的经验。我

们后续不管是开发新的项目还是继

续创作续集，都会考虑如何把产品延

续下去以及衍生品的开发问题，这也

是今年《白蛇·缘起》上映之后带给我

们的思考。”

张旋现场提出电影工业化的核

心在于标准化和流程化，同时他认

为，协作是实现工业化的前提。“电影

工业化核心最重要的还是标准化和

流程化。中国动画行业经过几十年

发展，目前有些国内公司其实已经提

前实现了工业化，但大多数中小团队

还处在往工业化转型的路上。未来

整个电影工业化将面临的重要任务

就是协作。目前整个动画电影的制

作越来越复杂，但能得到的资源依然

比较匮乏。所以我认为，在协作前提

下实现工业化是大势所趋”。

刘文章对张旋“建立协作前提”

的观点进行了延伸，并从他与饺子导

演的多年合作历程谈起，进一步总结

出建立行业统一的协作标准才能够

真正改变行业生态，实现不同团队间

的高效无缝对接。

“关于协作，我深有体会。十几

年前，导演饺子做完《打，打个大西

瓜》之后，我们开始共同创业，那个时

候我们的协作亲密无间。两个人两

台电脑，就可以干过10人团队的业务

量；从前期到后期，从剧本设定到模

型、绑定、灯光、特效、合成和剪辑都

做……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任何流程，

没有任何标准，就是没日没夜地工

作，但那个时候也是效率最高的时

候。

到 2019 年，我们逐渐有了工业

化流程的意识，尽量去靠近标准，也

慢慢发现一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

我体会到协作应该有两层含义：首

先是公司内部的协作，要保证导演

和团队的认知思维达成一致。其次

是团队与团队之间的协作，《哪吒之

魔童降世》的合作方大概有六七十

家，各家公司有各自的标准和流程，

会产生各种碰撞。所以最重要的还

是在于协作标准的建立。我觉得未

来短期之内，中国的动画电影工业

化如果能把团队与团队之间的这种

标准建立起来，整个行业都会大不

一样。”

◎创作者和头部内容是工业化核心

◎建立行业标准是实现工业化的基础

◎实现工业化需要全产业链思维

◎ 制片人要与导演优势互补

◎动画电影制片人需全程全案把控项目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不断扩容，

近些年有越来越多的演员选择了“演

而优则导”，为观众献上了不少优秀的

电影作品。

陈思诚的《唐人街探案》系列、徐

峥的《囧》系列、吴京的《战狼》系列，这

些演员转型导演的作品不仅是偶尔一

部，更形成了系列、品牌，成为了中国

电影中一股稳定的新力量。

由于疫情影响，原本计划在今年

春节档上映《唐人街探案 3》不得不推

后公映，但这并不影响市场对影片的

期待。

演员出身的陈思诚在 2014 年自

编自导自演电影《北京爱情故事》“试

水”成功后，在2015年底推出了以“喜

剧+悬疑”元素杂糅的《唐人街探案》，

影片上映后市场反应强烈，最终获得

超8亿的票房。作为悬疑片，《唐人街

探案》具有严谨的逻辑、坚实的推理，

更重要的是，影片充满了喜剧元素，并

和悬疑推理进行了完美结合，开拓了

国产片的新类型。

有了第一部的基础，陈思诚在

2018 年完成了该系列的第二部。相

比前作，《唐人街探案 2》不仅延续了

不断反转的推理剧情，以及合家欢喜

剧元素，更在拍摄和演员方面让影片

具有国际化的气质。该片最终也获得

了约 34 亿票房的好成绩。今年即将

上映的《唐人街探案 3》讲故事的发生

地转向另一国际化都市——东京，并

汇集了众多中日优秀演员，是今年年

度票房冠军的有力竞争者之一。

相比之下，徐峥导演的《囧》系列

是更加纯粹的喜剧片。从 2012 年成

为现象级影片的《人再囧途之泰囧》，

到《港囧》，再到已经选择线上播映的

《囧妈》，徐峥借助他擅长的喜剧方式，

一次次讲述关于小人物成长、关于改

变的故事。

有扎实动作功底的吴京这几年则

选择了拍摄动作片。从“犯我中华者

虽远必诛”的《战狼》，到单片票房纪录

保持者的《战狼2》（56.8亿），吴京以近

乎拼命的态度提升了国产军事动作片

在市场中的地位。《战狼》系列中，一方

面，各种打斗、爆炸场面看得人肾上腺

素狂飙；另一方面，故事本身又能唤起

人们内心的爱国主义热情。尤其是

《战狼 2》，可谓是视觉和心灵上的双

重震撼。

在过去几年中，演员大鹏和邓超

同样拍摄了多部作品。大鹏在 2015
年和 2017 年分别导演了《煎饼侠》和

《缝纫机乐队》。前者虽是大鹏的导

演处女作，但却是当年暑期档“三驾

马车”之一，大鹏独特的喜剧风格，加

之演绎小人物的成长，在市场中引起

不少话题，最终票房超 11 亿。2017
年的《缝纫机乐队》延续了大鹏小人

物大情怀的路线，故事简洁而幽默，

如同一首关于青春和梦想的诗，连接

着过去和未来，轻快而明亮，折射着

小人物的悲欢。虽然约 5 亿的票房

不如上一部作品，但可以看出，作为

导演的大鹏更具有野心，叙事语言变

得更加娴熟。

邓超在出演多部影片的同时，近

些年中还和俞白眉共同执导了《分手

大师》、《恶棍天使》、《银河补习班》等

电影作品，虽然这些作品也存在着一

定的争议，但始终以自己的方式表达

对于爱情、教育等话题的观点。

综观近年国内的电影市场，黄渤

执导的《一出好戏》；苏有朋执导的《左

耳》、《嫌疑人X的献身》；文章执导的

《陆垚知马俐》；包贝尔执导的《胖子行

动队》；李晨执导的《空天猎》；肖央执

导的《天气预爆》、王宝强执导的《大闹

天竺》等等，这些演员转型做导演的作

品都给观众留下了较深的印象。2020
年中，演员贾玲、宋小宝、常远等也将

推出自己的导演作品。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国家电影局

局长王晓晖在去年的全国电影工作座

谈会上指出：“实现电影强国目标需要

有一批电影名家，电影界老艺术家、著

名电影导演，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要发

挥他们在艺术传承中的传帮带作用，

使他们不断焕发艺术青春。”宁浩、张

一白、黄渤、徐峥、、乌尔善、郭敬明等

电影人近年来都纷纷开始参与培养中

国电影新力量的工作。

宁浩“坏猴子 72 变电影计划”采

用新生代电影人搭档资深影人的创作

模式助推新力量成长，电影《我不是药

神》和《我和我的祖国》中《护航》短片

的导演文牧野、影片《受益人》导演申

奥都是该计划的成员。

陈国富、周迅、陈坤、乌尔善、舒淇

等创立的山下学堂、黄渤的“HB+U新

导演助力计划”等都在密切关注和帮

助电影新力量。

曾是青年导演的张一白如今还是

成熟的监制、策划人，在他的帮助下，

刘若英成功执导了《后来的我们》。任

鹏远执导的《幕后玩家》便由徐峥出任

监制并主演。2018年上映的《超时空

同居》同样由徐峥监制，并在影片中客

串。

已经有多部电影作品的郭敬明不

仅把自己的小说《悲伤逆流成河》给同

是作家出身的落落进行电影改编，而

且还作为监制，为落落保驾护航。电

影《悲伤逆流成河》在2018年公映，讲

述了一个关于校园欺凌的青春故事，

在市场中获得约3.5亿票房。

无论是创办新导演培训计划，还

是出任监制，这些曾经的中国电影新

力量都在无私分享着自己宝贵的经

验。

此外更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导

演新力量同样很好地传承了中国电影

的现实主义传统，文牧野的《我不是药

神》、曾国祥的《少年的你》、田羽生的

“前任”系列、柯汶利的《误杀》、饶晓志

的《无名之辈》、邓超和俞白眉的《银河

补习班》、薛晓路的《吹哨人》、于淼的

《来电狂响》等等，都是中国导演新力

量密切关注现实、关心民生、关切时代

的力作。

年轻意味着不怕犯错，不怕犯

错便可以更大胆地探索新题材新类

型。这也是电影新力量为中国电影

带来活力的原因所在。

拍摄出优秀的中国硬科幻电影

一直是业内追求的目标之一。2019
年，由青年导演郭帆执导的国产科

幻片《流浪地球》在春节档公映，最

终取得超 46 亿多元的票房，为国产

科幻影片的制作留下了宝贵的经

验。为了拍摄这部影片，郭帆及剧

组历时多年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流浪地球》在初剪初期视效镜头达

到 4000 个，最后缩减到 2200 个，这

一数量仍超过了一些常规电影全片

的镜头量。其中 50%是高难度的视

效镜头，还挑战了大量的全 CG 镜

头，比如用全 CG 镜头将上海砌入冰

墙等等。

作为青年导演，郭帆一方面利

用特效等电影工业技术打造了一个

未来的科幻世界，另一方面，作为中

国导演，郭帆在影片中体现了中国

亲情观念、英雄情怀、奉献精神、故

土情结和国际合作理念。《流浪地

球》中不再是超级英雄拯救世界，而

是人类共同改变自己的命运。

2015 年，乌尔善执导的《寻龙

诀》、陆川执导的《九层妖塔》、郭敬

明执导的《爵迹》等，不仅运用了大

量特效技术，为国内电影特效进一

步探索做出了一定贡献，而且也拓

展了国产电影的新题材、新类型。

此外，张末执导的《28 岁未成

年》、苏伦执导的《超时空同居》等影

片都在剧情、爱情等传统类型上加

入了奇幻元素。

在 2020 年，预计还会有乌尔善

的《封神三部曲》第一部、张小北的

《拓星者》、郭敬明的《爵迹 2》、陆川

的《749 局》等大制作的重工业电影

上映。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不断成熟，

这期间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其它行业

的人才进入电影界。话剧算是和电

影挨得最近的艺术门类之一。因此，

话剧导演、演员在这几年的电影市场

中也是风生水起。

开心麻花便是中国电影新力量

的输出大户之一。2015年，由闫非和

彭大魔联合编剧、执导的《夏洛特烦

恼》在国庆档上映后迅速取得了高票

房，最终 14 亿多元的票房也就此坚

定了开心麻花把舞台剧搬上大银幕

的决心。此后，闫非、彭大魔、周申、

刘露、张吃鱼、吴昱翰等人陆续创作

了《西虹市首富》、《驴得水》、《羞羞的

铁拳》、《李茶的姑妈》、《半个喜剧》等

多部电影作品。开心麻花的电影作

品延续了其一贯的喜剧风格，从小人

物着手，反映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百

态，虽然仍有不足之处，但非常容易

和当下的年轻观众产生共鸣，为国产

喜剧片提供了新的创作思路。

就在开心麻花成功进军电影圈

的同时，另一位话剧出身的导演饶晓

志只用了两部作品就征服了很多电

影观众。2016年，饶晓志执导了喜剧

《你好，疯子！》。两年后，他执导的

《无名之辈》以近 8 亿的票房成为当

年的一匹黑马。该片围绕一把丢失

的老枪，将视角对准了城市人群中最

底层的人群，并且把每一个人物外在

的表层耐心地层层剥离，使得一群

“无名之辈”变成了观众心中活生生

的典型形象，使得观众与他们同喜同

悲。

今年，饶晓志和刘德华、肖央合

作拍摄《人潮汹涌》，影片以一名冷血

杀手和一名落魄龙套为主角，从而引

出一系列阴差阳错的幽默故事。

此外，作家和歌手也常常跨界到

电影圈。韩寒和郭敬明便是其中的

代表。在过去几年中，韩寒陆续执导

了《后会无期》、《乘风破浪》和《飞驰

人生》。其执导的第一部电影《后会

无期》的票房便超过 6 亿，后两部更

是都超过 10亿票房。

郭敬明则是把他的长篇小说《小

时代》改编成 4 部的系列电影。虽然

在创作上存在争议，但却开启了国内

“粉丝电影”的新时代。

歌手同样是一个“讲故事”职

业。一首歌曲一代成为一代人生活

中的回忆，自然就有改编成一部电影

的可能。刘若英根据歌曲《后来》改

编的《后来的我们》，吴克群根据歌曲

《为你写诗》改编的同名电影，卢庚戌

根据歌曲《一生有你》改编的电影《一

生有你 2019》都承载了一代人对于青

春的回忆。

此外，由摄影师宋晓飞和录音

师董旭联合执导的《情圣》、制片人

文晏执导的《嘉年华》，剪辑师出身

的肖洋拍摄的《二代妖精之今生有

幸》，编剧于淼亲执导筒拍摄的《来

电狂响》等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受到

观众的追捧。

◎中国电影新力量之传承

◎电影新力量拓展新的题材和类型

◎电影新力量之“跨界”

◎ 电影新力量之“演而优则导”

（上接第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