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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一句“把爱和美读进心里”的触

动和启发，本来影业决定对多年形成

的面向家庭受众的动画电影创制思路

进行一次彻底转向。在这种全新产品

的创制模式中，“小手拉大手”的惯常

套路，将不再被奉为导向原则。本来

影业将基于新一代家庭、家长的立场

和角度，放下“指令”或“指责”，把孩子

当作平等交流、情感陪伴的共同体，走

向真正的“能让父母和孩子都沉浸”的

亲子关系。构想这样的电影上市之

时，“爱与美”、“情感陪伴”将是产品营

销中最闪亮的关键词。

在这之前，此类作品的每一位创制

相关者，似乎都在努力成为儿童心理问

题方面的专家，把尽可能多的心思，聚

焦在这个年龄的孩子到底喜爱什么？

应该怎样吸引他们走进电影院？爆笑、

历险的商业卖点如何通过营销的手段

放大？进而思考如何建立与目标受众

的长期黏合度、如何丰富 IP的“变现手

段”等。在这样的既定思路中，儿童是

作为预设产品消费的生产参照体，取悦

他们，成为创制内容的人的不二追求。

创造过几部合家欢电影票房佳

绩、拥有近 20 年儿童内容的市场推广

经验，本来影业团队面临的并不是在

如“孩子想要什么”等问题上犹疑不

定，而是需要基于为人父母的自省，对

越来越庞大、拥有一定知识和价值追

求的新一代家长们不断升级的迫切的

亲子关系需求作出敏锐反应。

聚焦情感关注现实

“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宋

庆龄先生的这句话，启发了本来影业

开创新产品的思路。不能再把儿童当

作最简单的消费对象看待。儿童是最

宝贵的财富，是活生生的人，是鲜活的

精神和情感载体，所有好内容都不应

该是去简单地迎合他们。儿童不会告

诉市场，他需要什么，他只会在别人提

供内容产品时，做出本能的反应。

虽然对抗和历险、开心和爆笑仍

然在持续不断地创造票房佳绩，也让

孩子大笑了，但这些是最值得和宝贵

的吗？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上海本来

影业、上海黄豆网络科技“樊登读书”、

北京优扬传媒和北京凯声文化传媒

“凯叔讲故事”联合出品的国内首部绘

本动画电影《向着明亮那方》应运而

生，预计2021年暑期档正式公映。

作品是由 7 部国产原创绘本改编

的动画合辑电影。这些绘本由中国中

福会出版社、接力出版社、明天出版社

和后浪出版社分别出版。来自不同绘

本的几个独立故事，构成一个围绕当

代家庭情感与爱的教育的主题演绎。

以《小兔的问题》篇章为例，兔妈

妈和小兔子的寻常对话，消解了传统

“养儿防老”的理所当然的育儿观念。

兔妈妈对小兔的关照，既有爱心，也有

期许，父母对于子女的成长和远离、舍

得与不舍之间，是允许孩子慢慢长大

后独立远去的一种全新、现代的家庭

养育观念。同时，面对小兔子不厌其

烦的追问，兔妈妈耐心十足，尊重包

容，倾听孩子的每一个问题。

作品不为说教。如这部电影的文

学顾问，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教授

所言，没有人说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是

爱。送孩子上学用豪车、让孩子拥有最

丰富的物质享受，给孩子追求成绩的压

力、不输在起跑线上等，不能说这些不

是爱。但背后，是对孩子成长个体性、

自主性的无视。这种爱是被束缚的、不

独立的。“不单要把爱给小孩，还要知道

怎样把爱给小孩，什么是真正的爱。”当

你把所有的爱放手给予孩子的时候，孩

子才会把发自内心的爱，回馈给父母。

篇章《蒯老伯的糖水铺》，讲述深

夜营业的糖水铺的故事。都市的夜

晚，人来人往，熟悉的朋友、陌生的过

客，蒯老伯用一碗碗温暖的糖水，串联

起人们之间的善意和关切。一句“芝

麻糊要转着才好吃”勾起了多少人的

童年回忆，也给银幕前的孩子描绘了

一幅关爱他人、温暖彼此的美好图景。

《向着明亮那方》，就是要通过动

画电影这一大众化的手段，把这些质

朴的观念展示给家长和受众。不讲大

道理，用爱和美的呈现提醒家长，爱是

本自具足，爱是自然而然地生长，是相

互尊重、相互“看见”和相互接纳。

现实生活中，不乏亲子关系的大

量负面案例，提醒人们放下所有强加

给孩子“应该的”东西：尊重孩子的独

立性、平等对待孩子，允许他自由成

长，只有把爱和美装在心里，给予他们

信任和尊重，才会让孩子真的不输在

起跑线上，活出自己的精彩。

当盘踞亲子社交公号的共同关键

词围绕“焦虑”展开时，越来越多的孩

子被成绩、责备的稻草压倒。担任这

部电影文学顾问的儿童文学作家简平

老师特别认同作品的现实主义观照视

角。“在翻天覆地的社会巨变面前，太

多儿童影视作品，木知木觉，醉心远离

现实的‘泡泡动画’，长期以往，对孩子

的成长非常不利”。

虽然并非所有篇章的主人公都是

现实中的人物，但所有作品无一例外都

是对现实生活的艺术演绎。从模拟

“人”生的“小兔”的问题，到臆想仙境的

“哼将军”和“哈将军”，以及来自现实生

活的“翼娃子”、《萤火虫女孩》中的公交

车司机“老周”、开糖水铺的“蒯老伯”

等，电影描绘的都是当代现实普通人的

生活，讲述的是观众自己的故事。拂去

大银幕光环的平淡刻绘，作品银幕内外

和谐妥帖的共情体验在自然流淌。

聚焦情感，关注现实，是最有力的创

作。只有真实才能撬动蕴含在家庭受众

内心的情绪、情感，而唯有真实催发的打

动人心、情感共鸣，才能释放强大的市场

能量。电影并不回避商业，也不可回避

情怀，过往积累的大量合家欢亲子产品

运营经验，都将在这部电影的上市过程

中，得到更妥切和广泛的运用。

中国原创绘本动画

情感与真实之外，作品另一大亮

点在于，每个故事篇章都采用了贴合

故事内容的不同艺术形式，有水墨、水

彩、剪纸定格、手绘二维等。这些兼具

中国传统美感和现代亲子观念的绘本，

在电影的艺术顾问、原上海美术电影制

片厂厂长常光希导演看来，提供了破解

动画电影创作中故事内核和艺术风格

的两大难题，也奠定了动画电影《向着

明亮那方》的艺术底气：致敬曾经陪伴

当代家长一起长大的上美影厂经典美

术短片，透过中华民族爱的感受、美的

感受，丰富世界的多元文化；创作蕴含

东方美和东方情的精品内容，向全球观

众输出优质的中国原创文化产品。

承担作品创制的 7 位导演，是从

英、法、美、日等国顶级动画专业院校

学成归来的独立动画导演。他们每个

人，都有国际动画艺术节展的获奖履

历。他们在尊重原作主旨和艺术魅力

基础上大胆创新，在传统美术和当代

表达中寻找突破，给观众呈现了一份

视觉盛宴。最难能可贵的是，为了更

好体现“东方美”的艺术追求，他们基

本全部采用传统的手绘制作方式，每

一个场景、每一帧画面，都亲手绘制、

倾注心力、匠心制作。

作为首部绘本动画电影，《向着明

亮那方》的出品阵容也值得期待。除

了多年植根儿童、亲子精品内容的本

来影业和优扬传媒，樊登读书、凯叔讲

故事，都是首次出品电影。

樊登读书，国内最知名的“知识服

务”型公司。“帮助那些没时间读书、不

知道读哪些书和读书效率的人”为目

标的樊登读书，在国内拥有 4500 万会

员用户。在其向读者推荐的大量精品

书籍中，不乏优质的亲子育儿书目。

此次樊登读书，亲身出品动画电影，从

另一个侧面也是对作品品质的佐证。

如创作方所期待的那样，用电影为孩

子打上一层薄薄的人文精神底子。樊

登在对电影的推荐中提到：很久没看

过这么安静的电影了，安静而幽深。

你的孩子会在影院里静静地拉起你的

手，一起感受生命的美好和亲子的温

情。这个暑假不一样的一部电影，让

我们一起《向着明亮那方》。

联合出品方“凯叔讲故事”，被推

荐为“中国孩子的故事大王，亿万父母

的育儿宝典”，凯叔本人还为影片中的

角色配音。凯叔在对电影的推荐中写

道：这不是互联网流行的动态绘本，而

是由不同新锐独立导演在精神上协同

的动画作品。每个孩子的童年都离不

开故事，每个孩子从听故事到独立阅

读都离不开绘本。而每一本好绘本都

会给大人带来收获、感动和启发。希

望这部以爱为主题的绘本动画电影能

够启发你和孩子关于爱的讨论。也希

望这部电影能够开启绘本界和电影界

的讨论。从此，孩子们的精神世界中

又多了一个品类。

经历过“小手拉大手”带来的票房

丰产的喜悦和反思，本来影业的亲子动

画电影，尝试用一种触摸人心最柔软部

分的方式，用一种温柔、含蓄的艺术表

达，让走出影院的孩子和爸爸妈妈的手

拉得更紧，做到真正的“大手拉小手”。

本报讯 日前，乡村振兴题材电

影《战旗飘飘》专家研讨会在京举

行。党的十九大吹响了乡村振兴号

角，广大农村兴起了乡村振兴伟大

实践，魅力映像影业联合中央党校

出版集团·国家行政学院音像出版

社、成都传媒集团、蜀都乡村振兴公

司等十余家出品方共同创作出品

该片。

影片主要讲述了旌旗村支部书

记马先贵带领村里年轻人，充分发

挥党支部坚强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抢抓机遇，发展特色

产业，带领全体村民走上乡村振兴

之路的故事，被喻为“新时代的《咱

们村里的年轻人》”。

会上，在场专家评价电影画面

美，音乐风格很强烈、很添彩，叙事

风格通俗，镜头语言非常伶俐，摄影

风格也很特别，充满着“诗意现实主

义”，并就电影的主题创作、主旨思

想、艺术特点、人物塑造、拍摄手法

等进行了全方位分析和解读。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

表示影片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价

值，做到了以正确导向与正能量激

发观众、引领观众、感染观众。《战旗

飘飘》有生活的质感、扎根于人民，

进入第一现场，给观众以强烈的新

鲜感和“现场感”，呈现出了鲜明的

时代内涵和人文情怀，展示了全新

的乡村审美感受。

对于影片人物的塑造，清华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最大的

感触是：《战旗飘飘》表现了当前现

实的复杂性，塑造了具有正义感的

人物形象，反映了农村正在发生的

波澜壮阔的时代变化。

从题材上来讲，中国艺术研究

院影视研究所所长丁亚平坦言：在

电影市场上，以乡村振兴为题材而

进行创制的电影目前还不多。《战旗

飘飘》是一部既具有现实主义表现

力，同时又将当代乡村新景观做了

多重溯源，对美丽乡村做了礼赞的

影片。影片将精英视角和平民化、

大众化的艺术手法自觉结合，反映

了时代的变化，是对民族国家话语

的书写，饱含着人文关怀，同时具备

通俗娱乐的类型化的叙事特色。

《当代电影》杂志主编皇甫宜川

看来，《战旗飘飘》在紧扣时代主题，

弘扬主旋律的同时，展现出新农村

的当代风貌、极具特色的乡土文化，

以及乡村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

战。影片揭示了当下乡村真实的生

活现状，表达了对土地和发展的思

考，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

中的重要作用，用电影化的方式建

构了一个颇具当下性的乡村景观，

是一部现实意义很强的乡村振兴题

材影片。

《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春

利提出了影片中的六个“隐喻”，并

表示和平年代，硝烟弥漫的战场虽

然不在，但是对于村干部来说乡村

振兴的战场一直都在；片中数次飘

扬的旗帜象征的便是初心和目标，

而影片中拆除的砖厂，代表着意识

中的短视、自私，重建的新家园、新

的世界，暗含的是子孙后代的未来。

《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主任高小

立评价影片深刻展示出了农民与土

地的情感，具有很强的历史纵深感，

同时提出乡村振兴在当今民族复兴

中的现代意义和社会价值，是一部

与时俱进的电影佳作。

影评人谭飞指出，影片深入生

活，创作真诚，付出心血，触动观众，

递出了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无私

奉献的高尚品德和攻坚克难的顽强

意志，是一部有思想有情怀接地气

的现实主义佳作。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宋方

金总结影片是一部“三交之作”：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交接之作、乡

村内部与乡村外部的交锋之作、乡

村基层新老干部的交替之作，是我

国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伟大进程

的一个影像化的展现。

会上，新闻传播研究专家和农

业农村政策研究专家给予该片很高

评价，认为电影紧扣时代脉搏，突出

乡村振兴主题，政策解读准确，是一

部乡村振兴题材力作。

《战旗飘飘》于 5 月 25 日全国

公映。

（林琳）

本报讯 将于 6 月 12 日上映的电

影《超越》近日发布“二分之一人生”

特辑和海报。海报用画中画的形式

向观众传递角色的过往经历和双面

人生。巨幅画里是运动员时期的他

们，个个神采飞扬彰显青春气质；坐

在椅子上的是当下的他们，或手持

奖杯春风满面，或眼中含光若有所

思，跨栏架、杠铃、沙包等道具点出

了角色所对应的运动项目。海报整

体呈现乐观向上的氛围，与电影励

志的基调相得益彰，“所有的伤，是

你重生的勋章”，岁月改变了容貌，也

带来诸多考验，却无法扑灭他们对梦

想的热爱之火，这一次，用尽全力，打

赢逆风局！

作为一部立足现实的作品，片

中的几个角色是当今社会许多人的

真实写照。当我们走到人生的某个

阶段，许多挫折和烦恼也会接踵而

至，该用怎样的态度去面对成了难

题，而电影里的人物用实际行动为

我们提供了答案。也许困难可以迫

使你放缓前进的步伐，但只要咬紧

牙关不放弃，就有机会冲破阻挠、反

转人生。

该片由韩博文执导，郑恺、李昀

锐、曹炳琨、张蓝心、张榕容领衔主

演，李晨、金靖特别主演，上海猎豹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华谊兄弟电影有限

公司、深圳市宏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出品，北京鸿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北京

布谷熊传媒文化有限公司、上海猎豹

娱乐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影子）

本报讯 近日，杭州图书馆电影分

馆用五部电影（《建党伟业》、《建军大

业》、《百团大战》、《建国大业》、《夺

冠》）串起建党百年辉煌的历程，生动

诠释中国人坚强不屈的奋斗精神。

杭州图书馆电影分馆始建于电影

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的2015年，观影作为

阅读的延续，电影分馆以“电影观照人

生 阅读开拓人生”为主旨，开展一系列

的电影主题活动。此次电影分馆策展

一个名为“历史中最亮的色彩 红色经

典电影展映”的电影鉴赏沙龙活动。用

电影分馆负责人，同为电影人的天明的

说法，用看故事（叙事文本）的方式了解

故事（历史文本），可以对党的历史脉络

了解得更为清晰、印象更为深刻。

一位来自某大学的老教授也预约

来观影，问及他为何前来看这些红色

经典影片，他说：“原先在学校教授科

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史。但是

一直是书对书，嘴对耳。相对抽象甚

至枯燥。学生们在领悟起来缺乏形象

思维的支撑。我来看电影就是来感受

用这样形象生动的方法如何吸引受众

的，我觉得也是课堂教育的补充。”

天明说：“看电影学党史是我们这

次庆祝建党百年的新尝试。电影虽然

不能取代共产党无数先辈真正的奋斗

历史，但是电影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

拘的创作理念，勾勒出了历史的轮廓，

从情感上激励和感染了观众。这让我

们找到了一条普及党史知识的路子。

片中人物的光辉形象能够长时间地闪

现在观众的脑海中，从而促使更好地

理解党的初心使命，才能明理、增信、

崇德、力行。真正有所悟方能开新

局。”

此次展映和杭州市党群服务中心

进行联动，每周一部，党员们觉得用这

种方法学习党史，生动有趣。电影分

馆还送电影到拱墅区党群服务中心、

湖墅街道、社区和浙大城市学院、浙江

机电职业学院、杭州行知中学等进行

放映，居民学生在一部部影片中重温

了中国共产党辉煌的百年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分馆成立伊

始就提出了“电影养老”的概念，送电

影到各养老机构，让已经多年不进电

影院的老人也能看到电影。此次展

映，也同时在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和

拱墅区瓜山经济合作社养老公寓联动

放映。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杨奶奶

边看电影海边在纸上着什么，看完《建

党伟业》后激动地表示：“我从年轻时

就入党，受党教育那么多年。原来我

们的党成立的时候是那么曲折那么艰

难。看了电影才真正明白为什么历史

会选中了中国共产党”。

在场的老人纷纷表示，电影分馆

的这种映前介绍映后分享的形式很

好，当下太强调电影的娱乐性商业性，

也应该重新重视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的

教育性了。老人们认为“电影养老”这

个概念也提得很好，让老人们不被社

会边缘化，能够在敬老院里继续与时

俱进，安度晚年。 （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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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发布“二分之一人生”特辑

杭州图书馆电影分馆开展红色电影展映鉴赏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