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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颖慧

《许愿神龙》累计票房突破1.2亿

国产动画电影于变局中开新局

大约一年前，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电影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相比真人电影，动画电影，尤其是其中的合家欢

动画电影、低幼年龄向的动画电影似乎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

2020年电影院复工复产后，在国庆档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姜子牙》表现强劲，以超16亿的累计票房排在年度票房榜的

第三位。与此同时，除《姜子牙》外，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动画电影无论是数量还是票房成绩，都不及疫情前的2019

年。即使是《疯狂原始人2》这样较为优秀的品牌进口动画，票房成绩上也没有太多增长。

新冠肺炎疫情给动画电影市场带来了哪些不确定性，国产动画电影如今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国产动画未来的发展方向

是什么？面对这一系列问题，多位资深动画电影人和电影人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回顾 2019年，即使除去超 50亿票

房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市

场中仍有多部票房过亿的中外动画电

影。其中，《熊出没·原始时代》、《白

蛇：缘起》和《罗小黑战记》的累计票房

分别突破 7亿、4亿和 3亿。《小猪佩奇

过大年》票房同样过亿元，加之《全职

高手之巅峰荣耀》、《猪猪侠不可思议

的世界》、《潜艇总动员：外星宝贝计

划》、《巧虎大飞船历险记》等中小成本

影片，让这一年市场中的国产动画十

分丰富多样。

进口影片方面，除《冰雪奇缘2》这
样的好莱坞大制作动画电影外，日本

动画《千与千寻》、《天气之子》、《名侦

探柯南青绀之拳》、《航海王：狂热行

动》等，在国内市场中均获得过亿的票

房成绩。此外，这些年不少法国、英国

的非好莱坞动画电影均在国内市场中

上映，让国内电影市场中的动画电影

节目非常多元丰富。

2020 年中，尽管《姜子牙》表现亮

眼，但无论是过亿动画片的数量，还是

公映的数量，都较 2019年有较为明显

的减少。票房方面，除《姜子牙》外，票

房过亿的还有《疯狂原始人 2》、《数码

宝贝：最后的进化》、《变身特工》和仍

在上映的《心灵奇旅》，而且后面几部

均为进口动画。

中国动漫集团发展研究部主任宋

磊算了笔账，2020 年国产动画电影票

房不到 18亿元，这其中《姜子牙》一部

影片就占了 90%以上的票房。数据显

示，2019 年全年共上映国产动画电影

30 余部，累计票房超过 70 亿元，约占

全年总票房的 11%。宋磊认为，2020

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各类别

动画电影的消费动能均严重不足。

宋磊说，影院一百多天的暂停营

业固然是2020年国产动画电影上映数

量和票房有较为明显下降的原因之

一，但这背后也折射出目前大部分国

产动画电影没有形成不可替代的消费

价值。“《姜子牙》之所以能够一枝独

秀，也是因为其宣传主打了《哪吒之魔

童降世》的关联度，使之具有某种不可

替代的属性。”在他看来，相比之下，大

部分国产动画电影无论从内容、获得

方式，还是娱乐感，在电视或者网络上

都有很多可替代的文化产品，一旦遇

到疫情这样的情况，这种替代作用就

会彰显出来。

他特别提到，在动画电影中，主打

低年龄观众的动画电影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尤为明显，因为出于安全考虑，

这段时间很多家长更倾向于让孩子在

电视上或网络上观看动画电影。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中国电影票房

吧创始人涂彪，他认为，新冠肺炎疫情

使很多家长不敢让年龄较小的孩子去

影院观影，而且由于观影过程需要戴

口罩，这对于低年龄的孩子而言相当

不舒适，很难坚持。

资深动画导演丁亮则认为，现在

还不能判断哪一类的动画电影受疫

情的影响更大，只能说从时间上判

断，新冠肺炎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所有动画电影乃至所有电影受到的

影响都比较大，但随着管控到位，疫

情缓解之后，疫情对所有影片的影响

都随之降低。

从《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创造国

产动画电影票房首次突破亿元的纪

录，到《熊出没》系列接棒《喜羊羊与灰

太狼》系列成为目前国内最成熟的系

列动画电影，再到《西游记之大圣归

来》、《大鱼海棠》、《罗小黑战记》、《白

蛇：缘起》、《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

牙》等一批优秀的国产动画崛起，近些

年来国产动画电影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

也正是在国产电影迈步向前时，

去年突如其来的一场新冠肺炎疫情，

让中国动画电影和动画电影市场平添

了太多的不确定性。

在涂彪看来，未来，低幼向的动画

电影和成人向的动画电影均是机会与

挑战并存，但他们之间却存在着不同

的困难需要动画电影人去解决。

在他看来，相比成人向的动画电

影，也许低幼向的动画电影面临的挑

战会更多一些。“这些挑战不仅仅来自

这场疫情，更来自这个少子时代和移

动互联网时代。”

涂彪认为，过去，无论是《喜羊羊

与灰太狼》系列，还是《熊出没》系列，

他们品牌的培育期还都处在电视这个

传统媒体的全盛时期。这些品牌可以

通过电视这个媒体，通过少儿频道逐

步树立自己的品牌，但是，新的低幼向

动画品牌正处于移动化联网时代，原

有的电视生态不复存在。

“抖音、快手等新式互联网平台是

碎片化、圈层化的，无法像传统电视媒

体一样在同一时间培养一大群观众。

在今天，同年龄的孩子有喜欢看《熊出

没》的，有喜欢《海底小纵队》的，还有

的孩子喜欢《超级飞侠》……在这个时

代，他们同样是圈层化的，是一个个社

群中的一员。”在涂彪看来，加之如今

是一个少子化的时代，新的低幼动画

品牌培养观众要远比过去困难得多。

对于成人向的国产动画电影，涂

彪认为未来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但

前提是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在他

看来，近些年，尤其是经历了这次新冠

肺炎疫情之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年

轻人的文化自信大大提升，这也是国

产动画电影和中国式大片近些年在市

场大卖的原因所在。

“《哪吒之魔童降世》中一句‘我命

由我不由天’，道出的是地地道道的中

国文化和东方哲学。”涂彪补充道，去

年上映的《疯狂原始人 2》，以及正在上

映的《许愿神龙》、《心灵奇旅》等动画

电影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但它们的

票房成绩并不突出，也正是因为它们

本质上还是西方故事和西方哲学。“即

使是《许愿神龙》这个发生在中国的故

事，内核还是西方的。”涂彪认为，未来

在中国电影市场，只有具备中国美学、

中国故事、中国哲学的高质量动画电

影才能真正赢得市场。

对于中国动画电影的未来，宋磊

则认为，疫情防控常态化使动画电影

的不确定风险增加。近一两年，各主

要档期的市场容量可能会降低，六一

档等动画电影特色档期的整体规模可

能受影响较大。“越是这种时候，市场

对动画电影的品质、内容要求会更

高。未来，形成作品品牌、导演品牌、

公司品牌仍然是增强动画电影不可替

代性的主要方式。”

而具体到创作上，丁亮表示，由于

上线、家庭观影等多渠道的出现，让

电影院不再是动画电影唯一的观影渠

道，因此对创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想

要把更多观众请进影院观影，创作者

就要能够拿出更优秀的作品。除了渠

道方面的分流，令丁亮更加担忧的是

来自其他行业的竞争。“疫情期间催

生了‘宅经济’，其中游戏产业的发展

非常迅猛，来自游戏产业的竞争很可

能 会 给 动 画 电 影 带 来 第 二 次 的 冲

击。”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正加速

前进的中国动画电影带来了很多的不

确定性，但无论如何，有“危”才有

“机”。站在 2021 年的起点远望未来，

《熊出没·狂野大陆》、《新神榜：哪吒重

生》、《白蛇 2》、《深海》等一批优秀国产

动画电影正向我们走来。

（作者为陕西省委党校教授）

2020 年，《妙先生》等很多动画电

影从线下上映到线上发行的窗口期明

显缩短，更有《星游记》、《西行纪》等动

画品牌单独推出了只在线上发行的动

画电影。可以说，动画电影线上发行

已经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助推下迅速成

为行业新的关注点。

在采访中，提及动画电影的线上

发行，几位业内人士不约而同地谈到

“趋势”二字。

在丁亮看来，随着移动网络的普

及，动画电影线上发行逐步成为一种

趋势。不仅是国内，包括像迪士尼这

些老牌动画公司，也都纷纷尝试线上

发行。

宋磊表示，线上发行对动画电影

片方的盈利模式拓展有较大帮助，但

对院线来说并非好事，这就是为什么

美国很多院线明确反对动画电影线

上、线下同时发行。“线上发行不仅仅

冲击的是影院短期内的票房收益，更

重要的是，长期来看，它让观众的消费

习惯可能因此发生变化。”他还提醒影

院“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客观上助推了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发行模式，在趋势

面前，影院、院线的业务转型升级已经

刻不容缓”。

线上的发行模式改变的不仅仅是

放映端，对于制片而言，同样面临新的

挑战。

“观众在线上观看动画电影会导

致创作者讲故事的模式发生变化。作

为内容提供方，在线上如何讲故事是

我们未来需要思考的课题。”尽管认为

线上发行是新趋势，但丁亮同样表示

大银幕有不可替代的地方。“人类终究

还是群居动物，人们需要真实的社交，

需要通过在一起获得共同的情感和价

值认同。因此线下观影的社交属性是

线上替代不了的。”

相比真人电影具有明星这个天然

的宣传点，动画电影更加依赖“自来

水”的口碑传播，映前的口碑场、大规

模点映、线下营销等方式，这几年已逐

步成为动画电影的主要营销方式。而

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以上的营销手

段在近期也难以施展。

从早期的《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

和《熊出没》系列的试映、“家长审片

会”，到《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白蛇：缘

起》、《哪吒之魔童降世》等“自来水”的

口碑发酵，都离不开线下的营销发行。

而由于疫情的管控，如今这些线

下的营销方式规模大不如前。为此，

将在今年春节档上映的《熊出没·狂野

大陆》，也把宣传搬到了线上。作为影

片总导演，丁亮介绍说，今年《熊出没·
狂野大陆》加大了线上宣传力度。“我

们准备了多款线上物料，除了常规的

预告片外，还有专门创制的暖心短片，

此外还充分利用短视频平台展开营

销。利用影视解说号以及一些二度创

作征稿的方式，加强与观众在线上的

互动。”

宋磊则表示，不能进行点映等大

规模线下营销其实对大制作、质量上

乘的动画电影作品影响更大。这也是

2020 年上映的《妙先生》、《动物特工

局》等质量相对不错的动画电影票房

不如预期的主要原因。“相反，一些小

成本、影片质量相对一般的动画电影，

反而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宋磊认为，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宣发的目的还是要增加作品与观众的

关联度，增强不可替代的消费价值

感。“其实无论是否有这场新冠肺炎疫

情，互联网短视频平台都将成为动画

电影宣发新的兵家必争之地。”

◎新冠肺炎疫情让动画电影消费动能减少？ ◎点映等线下营销受限
动画电影营销转战线上

◎线上发行、缩短窗口期
动画电影转战线上能带来多大增量？

◎讲述中国故事的动画电影在国内会有更广阔的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