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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动画电影的十年之
“养”
■ 文/本报记者 赵丽

2009 年的一部《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牛气冲天》，
不仅将国产动画电影票房带到了
“亿元级别”
，
更开启了国产动画电影品牌之路。
十年间，国产动画电影在创作上进步明显，上映总量保持上升趋势，每年国产动画电影的票房增长显著。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累计上映 300 余部国产动画电
影中，共有 26 部票房突破 1 亿元，国产动画电影已成为电影市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期间，不仅诞生了《哪吒之魔童降世》、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大鱼海棠》、
《白
蛇：缘起》、
《罗小黑战记》等高收益的国产动画电影，还形成了“熊出没”、
“喜羊羊”、
“赛尔号”、
“潜艇总动员”、
“猪猪侠”、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神秘世界历险记”等
动画 IP，系列化、品牌化的态势更为明显。同时，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十月文化、彩条屋影业、可可豆动画、天空之城影业、追光动画等在国产动画领域深耕多年的公司
已形成了打造优质内容、追求质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
“先头部队”
。
业界认为，十年来，经过不少动画人的努力，国产动画 IP 开发成功从单纯的低幼市场，走向了成人市场和全年龄市场，其影响力也逐渐从低幼观众群体拓展到家庭
观众群体乃至普通大众群体。
同时，动画电影人在自觉地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创作出一大批传统文化题材的作品。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对《西游记》富于创造性地改编，到《大鱼海棠》由
《庄子·逍遥游》中一句典故引出的世界观，传统文化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产动画电影的取材之源、创意之核。而现实题材动画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大耳朵
图图》、
《小猪佩奇过大年》，红色题材的《西柏坡》、
《冲锋号》、
《四渡赤水》、
《少年毛泽东》以及科幻题材的《未来机器城》、
《超蛙战士》等，也在不断拓展国产动画电影的题
材范围，为进一步实现与当下主流观众对接做出了全新的探索与尝试。

部分非系列国产动画电影上映信息，不完全统计，仅供参考

◎ 从全年 4 亿到单片 50 亿
十八大以来国产动画电影
“突飞猛进”

片名

上映日期

票房（万元）

哪吒之魔童降世

2019-07-26

501300

功夫熊猫 3

2016-01-29

100000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2015-07-10

95600

大鱼海棠

2016-07-08

56400

白蛇：缘起

2019-01-11

45500

罗小黑战记

2019-09-07

31500

起》、
《罗小黑战记》等影片票房超过 3 亿

雪人奇缘

元。此外，票房在 1000 万-1 亿元之间的作

2019-10-01

13900

品达 110 余部，国产动画电影已成为电影市

大卫贝肯之倒霉特工熊

2017-01-13

12600

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小猪佩奇过大年

2019-02-05

12500

风语咒

2018-08-03

11200

大护法

2017-07-13

8760

全职高手之巅峰荣耀

2019-08-16

8560

昨日青空

2018-10-26

8383

小门神

2016-01-01

7851

阿凡提新传：
种金记

2018-10-01

7696

黑猫警长之翡翠之星

2015-08-07

7223

神奇马戏团之动物饼干

2018-07-21

6549

桂宝之爆笑闯宇宙

2015-08-06

6428

新灰姑娘

2018-10-01

6014

秦时明月之龙腾万里

2014-08-08

5955

神笔马良

2014-07-25

5837

龙之谷：
破晓奇兵

2014-07-31

5741

圣诞大赢家

2015-12-12

4691

动物特工局

2020-01-11

4384

大耳朵图图之美食狂想曲

2017-07-28

4328

大闹天宫

2012-01-11

4206

摇滚藏獒

2016-07-08

3954

妈妈咪鸭

2018-03-09

3814

大闹西游

2018-09-22

3792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全面

的发展。2012 年，国内上映动画电影票房

亿的票房位居产业化以来动画电影排行榜

总收入达到 14.45 亿，国产动画电影上映数

第一位，内地电影票房史第二位，
《功夫熊猫

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对文化建设

量增至 22 部（其中 3 部为合拍片），占上映动

画总数的 56%，票房同比增长 47%。当年，

3》以 10 亿票房位居动画电影票房榜亚军，

全国共制作完成和上映的动画电影 20 部，

季 军《西 游 记 之 大 圣 归 来》票 房 也 达 9.56

亿。
《熊出没·原始时代》、
《熊出没·变形记》、

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
和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具体要求，确立了大
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把动画产业发展作
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纳入发展规划。

在此基础上，电影主管部门开始先后制
定并推出了一系列主推动画产业发展的政
策文件。一系列有利于中国动画产业有序
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相继出台，借助政策红
利、优化产业布局、驱动市场发展，动画产业
也迎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

收获票房 4 亿人民币。

2013 年，共计上映国产动画电影 23 部，

票房 6.6 亿；2014 年，国产动画电影的上映
数量达到 43 部，票房达到 11 亿元，同比增幅

67%。2015 年，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在暑期

档上映，收获 9.56 亿票房，创造新的标杆，使
动画电影成为之后各路资本追捧的热点。

《熊出没·奇幻空间》、
《大鱼海棠》、
《白蛇：缘

随着动画电影产业的不凡发展，不仅有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十月文化、彩条屋影

这一阶段我国动画电影在创作上进步

随后的两三年中，国产动画电影没有被

明显，上映总量保持上升趋势，每年国产动

涌入的资本冲昏头脑，而是潜心创作，并在

追光动画等在国产动画领域深耕多年的公

画电影的票房增长显著。2006 年的《春田

2019 年实现了爆发。2019 新上映的国产动

司，中影股份、阿里影业、万达影视、五洲发

画电影中，共有《哪吒之魔童降世》、
《熊出

行、光线传媒、聚合影联、寰亚发行等老牌电

票房突破千万元的国产动画，2008 年林超
多万元，2009 年的《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牛气

花花同学会》成为电影产业化改革以来首部

业、天空之城影业、可可豆动画、华强方特、

没：原始时代》、
《白蛇：缘起》、
《罗小黑战

影公司也分别参与到各个项目之中。实践

贤导演的《风云决》将这一纪录提升到 2400

记》、
《雪人奇缘》、
《小猪佩奇过大年》等六部

证明，在市场作用和政策引导的双重作用

作品票房突破亿元，较 2018 年增加了两部；

下，国产动画电影从原先依赖政府补贴以量

冲天》首次将国产动画票房带入“亿元时

另有 11 部电影票房突破千万。

取胜的增长模式，向以优质内容为核心追求

300 余部国产动画电影，共有 26 部票房突破

性成果。

代”
。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产动画电影在数
量、质量、市场反馈等方面取得了更为显著

据 统 计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累 计 上 映

质量的增长模式转型升级，已经收到了阶段

1 亿元。其中，
《哪吒之魔童降世》以 50.13

◎ 国产动画电影 IP 开发从单纯的低幼市场
走向了成人市场和全年龄市场
他几家出品方，以 600 万元的制片成本打

等同类型品牌逐渐退出电影市场，但《赛尔

造出了第一部《喜羊羊》大电影，并在当年

号》大电影的势头却并没有减弱。2017 年

年兽大作战

创纪录地斩获了 8300 万票房。此后的续

暑期档，
《赛尔号 6》如期上映并拿下超过 1

2016-02-08

3442

玩偶奇兵

2017-08-04

3170

高升。凭借一年一部稳扎稳打的脚步，
《喜

原计划今年大年初一上映《熊出没·狂

阿唐奇遇

2017-07-21

3040

“洛 克 王 国 ”、
“潜 艇 总 动 员 ”、
“猪 猪 侠 ”、

羊羊》成功夺下国内动画电影市场的半壁

野 大 陆》是 该 系 列 的 第 七 部 大 电 影 。 从

江山。

2104 年开始，熊大、熊二、光头强以及其他

兔侠之青黎传说

“摩尔庄园”、
“ 麦兜”、
“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

2015-02-21

2932

恐龙王

2018-11-01

2862

金龟子

2018-02-02

2780

近几年的电影市场，一部部动画电影
相 继 热 映 ，吸 引 着 小 朋 友 和 家 长 走 进 影
院。与早间年“喜羊羊”统领天下的情况相
比，如今的动画电影不但数量屡创新高、题
材类型也更加丰富，
“ 熊出没”、
“ 赛尔号”、

作，1.2 亿、1.4 亿、1.6 亿……票房仍在节节

亿元的票房。

爸爸”、
“ 开心超人”、
“ 神秘世界历险记”等

“赛尔号”系列也已经在电影市场“打

很多动画电影纷纷推出了续集，系列化、品

拼”多年，票房走势起起伏伏。2011 年《赛

牌化的态势也更为明显。

尔号》上映时便拿下近 4400 万的票房，一

年 1 月 17 日上映，取得 2.47 亿票房，打破了
多年以来国产动画电影“喜羊羊”一枝独秀

一万年以后

部票房又猛增至 7634 万。这一脱胎于游

2015-03-27

2740

的状况；随后两年，
《雪岭熊风》和《熊心归

精灵王座

2016-08-19

2509

放的盛况，收视率最高达到 17.3%。套用

的商业营销模式，逐渐在电影市场立足。

龙在哪里？

2015-10-23

2462

现在流行的说法，
“ 羊和狼”经过市场的检

随后的第四部、第五部，
“赛尔号”票房稳定

《熊出没·奇幻空间》票房猛增至 5.21 亿，

验，已经成为了被观众认可的超级大 IP。

在 6000 万上下。虽然淘米公司已经完成

巧虎大飞船历险记

2019-06-01

2389

疯狂丑小鸭

2016-10-03

2340

猫与桃花源

2018-04-05

2180

魔幻仙踪

2014-05-30

2179

太空熊猫英雄归来

2016-04-02

2101

超能太阳鸭

2016-07-15

2003

2005 年 7 月，
《喜羊羊》动画片登录电

视台，经过 4 年多的时间，累计制作了 580
集。最火时，曾有过数十家电视台同时播

2009 年，原创动力乘胜追击，联合其

年后的第二部票房“缩水”至 3115 万，第三
戏的系列动画电影，凭借“看电影、送道具”

私有化并退市，
《摩尔庄园》、
《洛克王国》

小伙伴，已经陪伴了观众六个冬天。

第一部《熊出没之夺宝熊兵》于 2014

来》分别获得 2.94 亿和 2.87 亿。2017 年，
2018 年提升至 6.06 亿，2019 年更是突破了
7 亿元大关，整个系列的票房超过 26 亿。

（下转第 8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