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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系体育动漫美学的
符号化传播与运动设计

■文/曾小兰

从电影《花木兰》探析
中西语言文化映射下的人物认知

■文/邓夏

电影《我的姐姐》：

女性的多维困境、个人价值与自我救赎
■文/张婉洁

女性主义的电影一直以来备受关

注，因其以细腻的手法反映现实女性困

境、传递女性关怀。李丹丹在《女性主义

伦理思想的当代中国电影叙事》中谈到，

一部电影要被定义为女性电影涉及三个

要素: 以女性视角叙事，将女性作为题

材，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从这三

点看，2021年上半年上映的电影《我的姐

姐》是一部非常标准的女性主义电影，影

片以女孩安然的视角，讲述了父母去世

后她与大家族成员相处、办理年幼弟弟

“送养”等一系列事件，在追求个人理想

以及抚养弟弟之间的矛盾中的徘徊，诠

释了独立自主、不愿被父权压迫的女性

意识。

一、聚焦：年轻女性的忧思

《我的姐姐》除了是一部典型的女性

电影，具备了女性电影的共性，还在叙事

对象上具备独有特征，即聚焦、放大且清

晰呈现年轻女性群体的忧思与自我救

赎。近年来，引起广泛讨论热潮的女性

电影有《春潮》（反映母女两代女性之间

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送我上青云》

（反映都市熟女关于生死与爱恋的经

验）、《82年生的金智英》（反映婚内中年

女性在东方传统父权家庭和社会结构下

的挣扎）、《血观音》（反映老中青三代女

性在男权主导的社会场域中的斗争）等，

内容涉及广泛，包含女性家庭、生育、情

感、职场等各方面困境。而《我的姐姐》

不再仅以婚姻和事业为女性故事的叙事

主场，以安然年轻一代女性为主人公和

第一叙事视角，清晰呈现新时代下的她

所面临的困境与反困境路径。虽然影片

中并行的还有“上一代姐姐”姑妈的故事

线，但更多的是发挥辅助和对比的作用。

随着新时代女性自我意识愈加强

烈，女性自身乃至整个社会更加渴望实

现女性个人理想、体现个体价值。影片

在反困境的呈现方面进一步强化了年轻

女性对于实现个人价值的觉醒，有意识

地弱化以往女性题材电影中的家长里

短，更多强化个人价值追求。影片中安

然对于通过考研去往大城市实现独立的

目标坚定不移，并且通过台词和复习的

日常情节贯穿影片始末。甚至在她和男

友的情感线中，也融入了她的考研梦

想。影片将年轻女性作为叙事对象的设

置，符合当下“焦虑中”的年轻观众的期

待，也给曾经年轻过的观众以回顾式的

反思，加上现实化的人物设定与困境呈

现都非常接地气，主人公对于自我价值

的执着，让众多同辈观众看到“似曾相

识”的烦恼。的确，女性困境不止是家长

里短，更有年轻一代在成长中的“新烦

恼”。

二、再现：父权压迫困境

在女性题材电影中，女性所面临的

现实困境往往是多维而复杂的。人类学

家盖尔·鲁宾(Gayle Rubin)认为，不同的

社会指定了不同的、以生物差异为基础

的各种角色，因此女性主义质询的目标，

应该是这些角色所假定的各种文化期

待。这种“文化期待”让女性存在具有附

属性，不仅仅是成为独立自主的她们自

己，一定程度下，她们作为女儿、母亲、妻

子、姐妹所承载的功能与意义被放大，使

得其自主的独立价值被忽视。在《我的

姐姐》中，原生家庭的压抑从她们出生开

始就如影随形、贯穿生命。

以姑妈这个角色为例，姑妈在影片

中是上一代“好姐姐”的形象，是被标签

与定义的“姐姐”。姑妈这一辈子扮演了

各种角色，但唯独没有实现她作为单独

个人的底色，这是一个典型的甘愿付出、

无私奉献的传统中国女性形象。影片

中，姑妈的境遇源于她的上一辈重男轻

女的家庭观念。学者约翰·斯道雷在《文

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一书中写到：各

种各样的话语，包括家长的话语、教育制

度的话语和传媒的话语，将会彼此“勾

结”以确保我们遵守“文化仪式的操演和

文化规范的反复”。姑妈的母亲对于姑

妈的操演贯穿她的整个成长过程与家庭

生活，为了考上中专的弟弟而放弃自己

的前途，只因母亲告诉她“要紧着弟弟”，

甚至小到吃西瓜这件小事都要先弟弟优

先。母亲的塑造之于姑妈这个角色来

说，是原生家庭重男轻女意识形态对女

性的现实捆绑困境。

回到主角安然身上，她也出生在一

个重男轻女的家庭，父母为了生一个儿

子让安然假装瘸腿残疾，在意外被计生

人员识破后，安然遭到父亲毒打。这给

年幼的安然烙下了痛苦的记忆，以至于

弟弟对于安然来说就是一个不愿直视的

存在。安然在原生家庭中的地位，也在

家庭合影中的缺席这一细节中得到印

证，这是直接导致她与原生家庭渐行渐

远的根源。社会学家李银河谈到，这部

电影背后的逻辑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

人们所面临的个人本位价值观、人生观

对传统的家庭本位价值观、人生观的激

烈撞击。当曾经给自己带来痛苦的弟弟

将会影响自己的前途，安然发问：凭什么

姐姐就要为弟弟牺牲自我？但这种反传

统话语的排序将女性个人存在凌驾于家

庭之上，必然会在大家族中遭到激烈声

讨，就连饱受同样苦痛的姑妈也成为施

压者，一再劝诫安然“你现在首要的任务

就是把你弟弟好好养大”，以至于安然带

着同情但坚定地表明态度：“姑妈，你是

个好人，但我不想像你那样活！”

三、他者：被规训的两性关系

根据福柯的“权力”“空间”理论，身

体受权力的控制可被规训和塑造。在以

男性为主导的规训语境中，女性身体被

看作是一种审美工具甚至生育机器。在

《我的姐姐》中，有这样一处情节：安然所

在的医院有一个孕期子痫的高龄产妇，

虽然已有两个女儿，但是丈夫为了要一

个儿子不顾妻子的生命危险，而面对劝

说，虚弱的产妇纵然奄奄一息也坚持要

生下孩子。安然无助地向她哭喊“身体

是你自己的，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生个

儿子有什么用”，这是一个觉醒女性向另

一个被规训女性的呼喊，也是对女性身

体与精神被男性规训这种境况的揭示。

当电影中在场所有人都默认“保小弃

大”，当孕妇自己都被规训成生育大过生

理健康，这深刻体现了女性身体空间已

被权力所塑造。

同时，女性一直作为“他者”存在，

“他者”是处于被支配、被窥探的位置。

在医院姑父的床前，安然用淡然又习以

为常的语气告诉姑妈自己小时候曾被姑

父偷看洗澡，之后的镜头不断强化姑姑

的惊讶、痛苦、自责，最后埋怨地哭倒在

丈夫病床前。当女性被规训至精神层

面，便自愿接受权力的分配。

一部好的女性电影不仅能真实反映

女性的困境与突围，还能通过少数反观

多数，通过几个女性的境遇看到更多相

似的群体。《我的姐姐》正视中国女性面

临的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困境，并展现困

境中她们对自我价值与远方理想的自我

救赎，呼唤对女性的多维度关怀。

（作者系宁波财经学院象山影视学

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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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屏世界》征稿启事

语言是文化的映射，是思维习惯

的反映。尤其是视觉文化时代接受度

最为广泛的影视语言，更是用来表情

达意、交流思想的方式。随着中西方

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以及各国思维形

式、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木兰从军的

故事在民族叙事与国际视野中的再现

产生巨大的差异。本文从文本语言的

角度出发，探讨中西方文化视野下的

人物认知。

一、家族荣耀与情感生活

中国的语言环境是注重整体的，

一个人出生于家庭，死后也要落叶归

根、回归家庭。所以在中国家庭生长

的人，他是家庭链条的一环，言行举止

代表的是整个家族的道德品质。在社

会中，作为个体的他们在语言和行为

上都需要对整个家族负责，尽可能促

使社会相对稳定。迪士尼版《花木兰》

关注到了中国根深蒂固的家族意识。

花木兰房顶赶鸡的行为引起了

父亲和母亲的一次家庭谈话。从母

亲的视角来看，“女儿通过婚姻带来

荣耀，女人嫁得好才能光宗耀祖”。

相亲失败之后媒婆当众指责花家：

“真替花家丢脸，他们没有抚养好女

儿。”当征兵令降临这个家庭，腿脚不

便的花周即使年迈残疾，但是仍然义

无反顾接下了帝令。“我是父亲，我只

有在战场才能为家人带来荣耀；你是

女儿，要清楚你的位置。”家族荣耀是

父亲出战的主要原因。在宣布军中

纪律的时候，同样将个人放置在集体

之中进行规约，指出逃跑的行为不仅

个人丢脸，更是“为家人丢脸，为你的

村庄丢脸，为你的国家丢脸”。在西

方的思维意识中，中国式家庭是注重

家族荣耀的，人物的一切行动都是在

家族荣耀的驱使下完成的。花家把

凤凰奉为尊贵的祖先，请求她庇护族

人，指引木兰在迷途中找到方向。凤

凰涅槃的故事正是一代家族永生不

灭，辉煌长存的象征。

但是迪士尼对东方文化的解读仍

然是想象性的，木兰出征的背后虽然

有对长辈的孝、对国家的忠，但她永远

是一个女儿身，有着中国女子的闺阁

生活与儿女情长。中国人追求的和谐

统一，还包含着家国意识与个人生活

的协调。所以在中国影视叙事中，战

争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生活、与

爱情相互调剂的。在赵薇版的《花木

兰》中，爱情的宣言为残酷的战争增添

了一点柔情。“鱼对水说你看不到我的

眼泪，因为我在水里。水说我能感觉

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心里”。正

体现了中国文化叙事中的爱情因

素。相比于刘亦菲版的木兰为家族

而战，赵薇版的木兰更像是为爱情而

战。尸横遍野，那些带血的军牌在逐

渐消磨她对战场的热情，对生活的希

望。木兰对残酷的战争的厌恶，对战

场生活的迷惘，对爱情生活的向往，

使得这个人物身上兼具男子的刚烈

与女子的柔和。相比之下，诗歌中的

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富有浪漫主义

色彩，而在迪士尼的电影版本倾向于

功利主义色彩，赵薇版的更具有现实

主义情怀。

二、身份界定与文化理念

由于民族文化形态的不同，对世

界的认知差异也就因国而异。中国的

语言体现了向内的思维模式，从内在

的生活和情感出发寻求对自身的认

证。赵薇版花木兰的成长是在战场和

爱情的角逐中找寻自我。中国本土的

花木兰是一个有欲望、有个人感情的

女性。她对战死沙场的普通战士的悲

悯，对文泰的大胆追求，对生命生发的

悲凉感慨，都是一个身在战场的女子

所展现出的柔情的一面。她的身上有

驱逐胡虏、保卫家国的激情，更有为爱

牺牲的绵绵情意。巾帼英雄与平民少

女的双重身份设定让这部电影既具有

时代气息，又富有生活气息。

西方的影视语言体现了向外的

思维模式，通过武力征服，向外延伸

和发展自我。迪士尼版的《花木兰》

对人物的服饰、场景和色彩的精心搭

配，是在用视觉化的叙事语言营造出

一场华丽的视觉盛宴，引发观众对中

国古代生活的想象。它通过文本语

言极力展现美国式的社会价值观，构

建起了一种独具美国特色的叙事语

言体系。而美国式的语言是抽象的，

着力宣扬一种以自我为本位的个人

主义英雄观念，花木兰出征的中国本

土故事形态只是一种宣扬美国文化

形态的外在工具。

迪士尼对中国传统女性的界定是

“安静、镇定、风度、优雅、庄重、礼貌”，

因为这些是作为一个好妻子的品质，

也是作为妻子为丈夫服务的必需品

质。而媒婆这个角色代表的正是男尊

女卑性别旧秩序的卫道者与代言人。

在《木兰辞》中，仅仅一句“万里赴戎

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

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就

概括了木兰十年的从军生涯。出征回

归后的木兰不慕名利，仍旧回到故乡

侍奉双亲，弥补对父母的亏欠。迪士

尼在简短的文字间大胆扩展想象空

间，将民歌中富有生活气息的木兰从

军故事塑造成一位百炼成钢的英雄。

西方民族求新求变、崇尚征服的个性

决定了他们意识中的木兰是一个为了

个人认同而闯入男人世界的英雄。

当父亲劝木兰为了自身隐藏她身

上的“气”时，木兰选择了妥协，但是在

强敌面前，她终究暴露了自己身上强

大的“气”。因为身为女子，拥有巨大

能量而不能自由展示与释放，想要实

现自我价值却只能借助男儿身份，这

是木兰难以言说的苦楚。指挥官的

“不能让祖传的宝贝束缚你，你要培养

你的天赋”引导木兰发挥个体的自由

度，“释放”、“天选之人”、“伟大的战

士”这些文本语言所暴露出的人物气

质与中国人喜静沉稳的性格气质并不

符合，却体现了一种美国的意志。刘

亦菲主演的花木兰褪去了中国式女子

的面貌，也脱离了男扮女装的故事情

节，以女性的身份投入战争和参与拯

救国家的重任，只是为了渲染女性的

自由，反映了以个人本位的西方文

化。西方文化熏陶下的个人注重在环

境中表现自己、征服他者。这与中国

战争中的集体叙事相差甚远，个人化

的叙事和华丽的武术呈现将个人征服

欲望和个人英雄意识发挥到极致。中

国故事的本土理念是宣扬孝道、保卫

家国的集体意识与人的英勇、善良的

精神，《木兰辞》民歌中的生活情态和

女儿家的心理有所体现。而美国的理

念是宣扬凭借个人之力可征服外部世

界的个人信仰，花木兰的骨架虽在，却

缺少丰满的血肉。

演绎经典故事、经典人物离不开

对文化语言的解读，语言是一个民族

最深刻的文化表现，是导致不同民族

文化差异的原因之一。木兰的故事在

跨地域、跨文化、跨历史的环境下的不

同语言表达，正是反映了东西方文化

环境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在国际化的

文化语境下，女性出征的传奇色彩和

真切感人的生活画面展现了花木兰身

上刚柔并济的中国文化精神。从中国

女性到国际战士，花木兰的故事还在

世界的银幕上上演。

（作者系西安财经大学外国语学

院讲师）

作为一门新兴产业，体育动漫在

文化经济领域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

要，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得到了社

会的普遍关注。日系体育动漫发展强

劲，将体育与动漫整合，塑造了诸多广

为人知的动漫形象，而这些动漫人物

也在国外广受追捧。本文将具体探讨

日系体育动漫美学的符号化传播与运

动设计，试图探索日系体育动漫蓬勃

发展的奥秘。

一、日系体育动漫的艺术特征

日系体育动漫根植于日本传统文

化，有着鲜明的艺术特征：第一是善用

视觉艺术，满足了观众的审美需要。以

造型为例，日系体育动漫完美塑造了人

与物的形象，将东西方审美意趣完美融

合，使体育动漫呈现唯美主义特点。比

如，《灌篮高手剧场版》的主角是校内篮

球运动员，这些运动员有典型的欧洲人

脸型特点，模仿了现实生活中的NBA

球员，使形象成为东西文化交融的产

物，便于动漫文化的国际化传播。人物

线条柔和，配合电影中的光影特效，带

给观众丰富的感官效果，拉近了观众与

主角的距离。夸张造型是日系体育动

漫的常用手法，动漫人物经常以Q版形

象出现。《灌篮高手剧场版》中的樱木花

道、流川枫等Q版形象比现实人物更加

圆润可爱，情绪变化伴随夸张造型，一

喜一怒皆能体现戏剧感，突出了体育动

漫电影的娱乐特点。以技术表现为例，

日系体育动漫创新应用了静止画帧，加

入了大量静止图像，这些静止图像在动

画电影中并不会显得突兀，反而能够突

出主题，给予观众巨大的视觉冲击。镜

头瞬间变化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使观

众不自觉沉浸其中，感受竞技体育的紧

张与激烈。影片中常常会插入人物内

心的独白，表达人物的特殊情感，从而

丰富主角人物的形象，带给观众更多新

鲜感。第二是善用听觉艺术，配合精湛

的配音技巧。以配音为例，日系体育动

漫的配音技术非常成熟，动漫电影制作

者十分重视幕后配音，将配音配乐作为

动漫作品至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使日本

出现了一批专业素养极高的声优。声

音赋予了角色人物第二次生命，配音演

员的独特声线能够彰显人物个性化特

点纵观日系体育动漫电影经典作品，发

现很多台词都令观众记忆犹新，伴随动

漫产业的不断发展，声优配音已经从音

感领域跨越到触感领域，观众能够通过

声音在脑海中自动生成动漫形象。以

音乐为例，日系体育动漫电影配乐也极

为考究，每一个主要角色都有自己的专

属音乐。场景变幻、情绪起伏、剧情转

变都需要配合音乐，因此经典电影作品

往往会出现几首炙手可热的音乐曲

目。音乐将人物勾勒得更加丰满，使剧

情开展得更加顺利，让情感表达更加流

畅，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动漫电影的审

美品位。

二、日系体育动漫的传播特点

日系体育动漫在本国内得到推

崇，在国外也吸引了大批观众。日本

国人用体育动漫电影来教育孩子，鼓

励从体育入手培养孩子的综合素养。

大多日系体育动漫电影根据漫画改

编，漫画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受众群，使

日系体育动漫电影相应拥有市场保

障。将漫画转为电影节省了剧情编排

等环节，大大缩减了制作成本。成功漫

画改变成体育动漫电影，既能打响漫画

的知名度，也能为动漫电影宣传造势，

是双赢之举。日系体育动漫的传播媒

介主要是图书、影像资料等，渠道多元

为动漫电影带来了巨大利润。很多电

影不仅在国外得到关注，而且在世界范

围内广为传播，使日系体育动漫获利颇

丰。深层挖掘日系体育动漫电影的传

播特点，可以发现体育动漫电影传播具

有符号化特征。符号是传播活动的基

础，传播活动无法脱离符号存在。以符

号视角看待世界，会发现生活就是被符

号化的过程，主客体行为都具有符号特

征。动漫电影想要投入市场，被消费者

认可，首先要成为符号，并在媒介作用

下快速传播。日系体育动漫影像可以

视为符号，具有一定的审美张力，创造

了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对于日本国

人来说，日系体育动漫电影传递了体育

精神，有着深厚的文化内蕴，对观众有

重要的教育作用，会影响观众价值观的

形成。日系体育动漫成为日本文化输

出的重要平台，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

物形象，一段段激动人心的故事情节，

一场场精彩绝伦的体育竞赛，都让观

众对日系体育动漫充满认可，甚至从

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现实生活

中无法实现的目标在动漫电影中得到

实现，平凡日子里无法获得的娱乐享

受在动漫电影中得以找到。符号化的

体育动漫形象深入观众内心，让观众

为之欢欣鼓舞，为之感动流泪。日系

体育动漫形象符号化经历了漫长的发

展流变，创作者善于利用视听符号与

叙事符号，对这些符号进行重新排列

组合，最终使符号成为延伸产品，使原

本单一的形象成为标志性符号，有了

独特的象征意义。

三、日系体育动漫作品的动

作设计

日系体育动漫作品较多，几乎涵

盖了体育运动的各个方面，这些作品

得到了观众的喜爱，成为一代人的青

春记忆。很多观众会特意模仿日系体

育动漫电影的动作，在主角人物影响

下爱上体育运动，体现了动漫电影无

与伦比的影响力。日系体育动漫早期

作品为节省成本，动作设计比较简单，

伴随动画产业的不断发展，动漫电影

动作设计更加精致。与以往相比，新

兴技术加持下的动漫电影表现形式更

加多元，人物造型相对丰富，场景更加

贴合现实，动作设计也得到突破。进

入新世纪以后，以球类为主的日系体

育动漫电影作品层出不穷，制作更加

精良，动作流畅性明显提升，主角人物

的动作起始更具真实感，保持了运动

的连贯性。对日系体育动漫电影的成

功原因进行剖析，会发现动作设计是

关键一环，经典体育动漫电影在动作

设计上潜心研究，生成了独具特色的

日本动作风格。首先是写实类动作设

计，大多数日系体育动漫作品都以写

实类动作为主，以现实中运动员的个

人动作为参照物，遵循物理运动的科

学规律。这类动作设计的叙事性比较

强，人物动作往往能传递角色想法。

以《强风吹拂》为例，在这部作品中，人

物跑步动作与现实动作基本一致，创

作者着重把控了动作细节，细致描绘

了角色状态，使观众更容易身临其

境。灰二等主角人物的身材贴近现

实，肌肉骨骼比例与运动员基本相同，

动作初始点与结束点、动作幅度、动作

要点也都与运动员无异，技术动作和

现实动作非常接近，给人以真实感。

第二是夸张类动作设计，这类动作也

是日系体育动漫电影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夸张动作融入了创作者的想

象，更能体现人物的主观情感。与现

实动作相比，这些夸张动作幅度过大，

改变了人体的原本结构，给予观众强

烈的视觉冲击。很多电影都应用了夸

张动作，在动作幅度和人物形体上做

了调整，得到了观众的普遍喜爱。

（作者系广州商学院艺术设计学

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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