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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许思悦

动画电影中的“非遗”

11 月 29 日，由我国申报的“中

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在

摩洛哥拉巴特召开的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

间委员会第 17 届常会上通过评

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

我国共有 43 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

册，居世界之首。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下简称“非遗”）这一概念已经

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非遗”

指的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

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

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

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

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

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

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

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

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

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

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1、传
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

言；2、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

蹈、戏剧、曲艺和杂技；3、传统技

艺、医药和历法；4、传统礼仪、节

庆等民俗；5、传统体育和游艺；6、
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非

遗”的概念在我国直到 21 世纪初

才确立，纵观中国动画电影的历

史 ，与“ 非 遗 ”有 着 千 丝 万 缕 的

关联。

早在中国动画电影的起步阶

段，万氏兄弟就已经开始从中国的

“非遗”宝库中汲取灵感，融入创

作。由他们创作的第一部动画电

影长片《铁扇公主》，吸收了中国

戏曲的造型元素，形成了有别于迪

士 尼 动 画 的 民 族 特 色 。 而 1955
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前身上影

厂美术片组借鉴了民间木雕、泥塑

的特点，拍摄了木偶片《神笔》。

同年，上影厂美术片组成立了动画

片《骄傲的将军》摄制组，导演特

伟提出要“探民族形式之路，敲喜

剧风格之门”。“探民族形式之路”

也成为了中国动画电影发展史上

的标志性口号。在之后的发展过

程中，中国动画始终以文化遗产为

基石，丰富美术造型、扩充创作题

材、拓展表现空间，创造了一系列

精品之作。譬如，被誉为集民族形

式于大成的《大闹天宫》，影片中

人物造型各有其民间渊源。孙悟

空吸收了戏曲人物扮相，玉帝的造

型结合了财神、灶神的特点，哪吒

源于年画中的仙童，七仙女则借鉴

了敦煌飞天。而采用了“冰糖葫芦

式结构”的《天书奇谭》，则串联起

了天书、狐仙、“怪异儿”、“神仙考

验”、“聚宝盆”等民间文学元素，

充分体现了动画电影的幻想性特

点。脱胎于民间剪纸的剪纸片不

仅体现了民间剪纸镂空效果（如

《金色的海螺》），吸收了民间剪纸

的“点彩”工艺（如《抬驴》），还借

鉴了皮影戏“以弦定缀”方法制造

特殊动态效果（如《鹬蚌相争》）。

不仅如此，在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

过程中，甚至还出现了一些直接展

现“非遗”事项的创新之作，如《擒

魔传》采用了连续拍摄的手法，记

录了漳州布袋木偶的演出过程；而

《画的歌》则抓住了金山农民画对

同一对象多角度展现的构图特点，

用原画实现了动画效果。

近年来，民众对传统文化的关

注不断加强，有关“非遗”话题的

讨论日渐升温。中国动画电影的

创作者在这一片沃土上又培育出

不少佳作。 2015 年上映的《大圣

归来》，对于《西游记》进行了现代

化的改造，引发观影热潮，票房高

达 9.56 亿元，观影人次 2800 万，在

当年的全国电影票房榜中位列第

十，被业内称为“现象级”电影。

而于 2016 年上映的《大鱼海棠》，

角色造型设计取材于《山海经》，

再配以土楼、白鹤、莲花灯、石狮

子、龙头船、油纸伞、灯笼等文化

遗产元素的点缀，凸显了画面的精

致与华美。同年上映的《小门神》

将神荼和郁垒作为主角，赋予了民

间信仰中的门神以凡人的性格与

遭遇，令人忍俊不禁。2019年上映

的《白蛇：缘起》，顾名思义，脱胎

于白蛇传的民间传说。而于同一

年上映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则对

哪吒故事做了解构式的演绎，一时

间，剧中的人物形象成为了流行文

化符号。于 2021 年上映的《雄狮

少年》直接将狮舞（广东醒狮）这

一国家级非遗项目作为创作主线，

获得了“表达文化自信、弘扬民族

精神”的赞誉。

纵观以上影片，虽然同样取材

于文化遗产，但与之前的作品不

同，创作者正在有意识地打破传统

题材的窠臼，融入当代审美特点与

生活印记。《大圣归来》借助传统

题材的外壳讲述了一个“失落英

雄”的故事；《小门神》中的门神面

临下岗危机，从而引发了之后的一

系列奇遇；《白蛇：缘起》借助前

传、穿越等当代解读模式，创造性

地为白蛇传说提供了人物动因；

《哪吒之魔童降世》无论在人物造

型、人物性格等各方面都令人耳目

一新，那一句“我命由我不由天”

的台词喊出了当代年轻人的心声；

《雄狮少年》借助非遗事项，触及

了“留守儿童”的话题，也探讨了

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

与突破。但不论如何解读，这些影

片中的传统文化符号，最后都归于

对真、善、美的宣扬。一方面，文

化遗产不啻为一种载体，被动画电

影创作者赋予了表达功能。而另

一方面，由于动画电影的观影主体

以青少年为主，这些影片对于文化

遗产的宣传与保护，也起到了一定

的积极作用。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动画电

影对于“非遗”元素的吸收与借

鉴，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譬如题

材的单一重复、视觉元素的盲目

堆砌，以及对“非遗”内涵的浅度

解读。创作者应当努力将我国丰

厚的“非遗”，转化为优秀的时代

艺术产品，产生积极、正面、健康

的影响，体现“非遗”所蕴涵的历

史价值、文化价值、教育价值，以

及审美价值。

本报讯 11月 30日至 12月 1日，

“2022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儿童

电影学术论坛”于线上举行。本届论

坛由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中国儿

童中心、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

联合主办，采用腾讯会议与直播平台

相结合的方式，邀请界专家学者、电

影事业家、一线创作者及教育工作

者，深入探讨儿童电影创作、理论、教

育、产业等专业领域的重要话题。

11月30日上午，“儿童电影百年”

论坛率先拉开帷幕。自中国第一部儿

童电影《顽童》（1922年，但杜宇）诞生

以来，中国儿童电影走过了整整 100
个年头，值此华诞，以“儿童电影百年”

为题召开论坛，是对中国儿童电影事

业一个世纪的阶段性总结。该论坛由

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名誉会长侯克

明，副会长李镇联合主持。

侯克明在致辞中表达了对本届

论坛成功举办的热烈祝贺，同时阐述

了本届论坛的中心议题就是总结一

百年来中国儿童电影发展的重要经

验。他表示，儿童电影百年大致分为

四 个 阶 段 ，第 一 个 阶 段 是 1922
年-1949年，从中国儿童电影诞生到

初步建立，在理论领域，以蔡元培为

首的一批教育专家提出了以电影教

育儿童的理念；在实践领域，诞生了

诸如《迷途的羔羊》、《三毛流浪记》等

现实题材的儿童片，这类影片集中表

达了社会动荡下对孩子生存状况的

极 大 关 注 。 第 二 个 阶 段 是 1949
年-1978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是儿童

电影第一个大发展的阶段，期间拍摄

了许多具有思想教育意义的红色题

材儿童片，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鸡

毛信》、《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

等，还有像《小铃铛》、《花儿朵朵》这

类表现社会主义时期儿童幸福生活

的影片，不仅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

也奠定了中国儿童电影的发展道

路。第三个阶段是1978年-2000年，

改革开放之后儿童电影获得了突飞

猛进的发展，尤其是成立了中国儿童

电影制片厂和中国儿童电影学会，于

蓝举起了中国儿童电影这面大旗，为

儿童电影发展作出了许多贡献，推动

创作了风格多样、种类丰富的儿童

片，比如《小刺猬奏鸣曲》、《少年彭德

怀》、《霹雳贝贝》、《我的九月》等，书

写了中国儿童电影历史上的辉煌一

页。第四个阶段是 2000年至今，伴

随整个电影产业的变革，儿童电影也

处于产业化、市场化的发展阶段，儿

童电影的创作主体从国营制片厂转

变为民营制片公司，社会化的创作大

幅提高了产量，也面临提升质量的困

境，尤其是儿童电影在商业竞争中如

何维系发行渠道都是需要解决的新

课题。

随后，李镇谈到了举办“儿童电

影百年”论坛的初心：儿童电影是伟

大的事业，它的历史不应该被忘记，

它给孩子们带来快乐，塑造他们的心

灵，传递真善美，创造未来。无数人

为这个事业奋斗过、付出过心血，需

要铭记。本次论坛高朋满座，有电影

事业家、理论家，有导演、编剧和演

员，大家汇聚于此，讲述关于儿童电

影的理性思考，或是感性故事。

首位发言嘉宾是中国电影集团

公司原党委书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

厂原厂长窦春起，他以“初心不忘砥

砺前行——写在纪念中国儿童电影

诞生百年之际”为题展开发言，主要

从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电影发展繁

荣，受到全社会关注扶持的角度回忆

他所经历的儿童电影。他表示，在一

个有着三亿多儿童少年的国度，成立

专门的儿童电影制片厂，国家规定每

年要生产一定数量的儿童故事片，政

府通过各种方式对儿童影片予以资

助，全社会都在关心儿童电影的状

况，发行放映部门给予特殊的安排，

若干电影评奖中都设有儿童电影的

奖项，这些优越的条件激励儿童电影

工作者认真创作、砥砺奋进，不仅使

儿童电影在创作数量和质量上显著

提高，更开启了频繁的国际交往，从

而成就了中国儿童电影的发展繁荣。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李道新发表了以“儿童

电影：不断开放的领域和边界”为题

的演讲。李道新提出，儿童电影是儿

童身心成长的刚需，是人生起步阶

段，不可或缺的精神寄托，是形塑人

生观、世界观的基础性工程。如今，

面对互联网、人工智能以至元宇宙时

代的“原住民”，在技术媒介与数字算

法日益深入人类经验和日常体验的

生存状态里，儿童电影正在走向，也

必须走向更具科技感、未来感、思想

性、哲理性的路途，这就给中国的儿

童电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影视文学

系教授凌燕发表了以“儿童看与看儿

童:关于儿童电影的思考”为题的演

讲。她认为儿童电影是一个流动的

概念，一百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

后，中国的儿童电影观念经历过三次

演变：非儿童本位、儿童本位以及合

家欢。儿童电影实际上包括两个方

面，一个是儿童看，包括儿童本位影

片、合家欢影片以及非儿童片；另一

个是看儿童，即那些以儿童为主要表

现对象，从儿童视角看世界的影片，

这其中就存在适宜给儿童看和不适

宜给儿童看的区别。不同时代下对

于儿童电影概念的再梳理，会更有利

于儿童电影的创作生产和推广传播。

导演张华勋从儿童电影创作的

角度回忆了《小兵张嘎》的拍摄往

事。《小兵张嘎》是张华勋从北京电影

学院毕业后参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

从前期筹备到实际拍摄，张导披露了

许多鲜为人知的的往事。比如他给

时任北影厂厂长汪洋的汇报促使了

汪厂长决定加强《小兵张嘎》的创作

力量，派崔嵬、聂晶、秦威进组，彻底

改变了这部影片的命运。又比如欧

阳红樱与崔嵬导演关于嘎子形象的

不同理解，催生了“嘎子要嘎，不要漂

亮脸蛋”的选角标准，以及安吉斯如

何被选中饰演嘎子、如何体验生活的

幕后故事，最终成就了儿童电影史中

经典的银幕形象。

曾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江

平以“百年电影百年风范”为题漫谈

了百年中国儿童电影里的经典作品

和代表人物。他分享了《红孩子》、

《小兵张嘎》、《鸡毛信》、《英雄小八

路》、《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电影的幕

后故事，比如《红孩子》拍摄时遇到了

毛主席到摄影棚探班的情形；《英雄

小八路》如何谱写传唱“我们是共产

主义接班人”的经历；《草原英雄小姐

妹》作为动画片改编自真人真事的创

新。他表示，只有深入实际，深入生

活，深入群众，才能创作出深入人心

的儿童电影作品。

作家、剧作家张之路深情回忆了

童影厂在板房的日子。张之路在上

世纪 80年代初就进入了刚成立的童

影厂，当时办厂条件艰难，上班和办

公的地方就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南

墙根搭的一排板房，屋顶是油毡，夏

天太热，就在房顶上再置上柳条编的

席子，从远处看去就像架着一块块褐

色的银幕。没有大会议室，全厂开会

就在房前院子狭长的走道里。张之

路回忆了童影厂的许多同事以及筚

路褴褛的创业故事，当时有句口头禅

“说破嘴，跑断腿，眼泪加汗水”，既表

达了儿童电影创业的艰难，也道出了

儿影厂创业者顽强的奋斗精神。

国家一级导演、原中国儿童少年

电影学会副会长徐耿以“回顾即展

望：我经历的黄金时代”为题发表了

演讲。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
代中期，中国儿童电影的创作曾经批

量地出现过很多优秀作品，不仅产量

井喷，含金量也相当高，题材广泛，类

型多样，充满艺术探索，而且深受少

年儿童观众的喜爱。这些作品大都

获得过金鸡奖、华表奖或童牛奖，相

当一部分还参加过各种国际儿童电

影节，扩大了中国电影乃至中国文化

的影响。在中国儿童电影百年之际，

回顾儿童电影走过的路，必须而且必

要，期待曾经的辉煌能成为新百年的

营养。

国家一级演员、中国儿童少年电

影学会副会长苗苗以“伴我成长的儿

童电影事业”为题发表了演讲。作为

一名儿童演员，她从和观众的书信往

来忆起；“当你的作品公映后，会收到

全国各地热情洋溢的信，观众在信中

为角色和人物的命运跟你共情，把你

当做那个角色跟你倾诉和人物一样

的命运，并从自身找原因。为什么我

没能像《豆蔻年华》里的姚小禾一样

坚持下来？为什么我的幼儿园里没

有苗苗老师？”苗苗谈到，历史把儿童

电影这个接力棒交到了我们这代人

手中，我们必须继承先辈遗志，心怀

儿童，热爱儿童，唯有热爱才能再创

儿童电影事业的新繁荣新高峰！

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原珠江电影制片公司导演

郦虹以“我和我的儿童电影”为题发

表了演讲。郦虹回忆了自己与儿童

电影的缘分以及投身儿童电影创作

的经历，她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儿

童电影导演，最需要也很难做到的，

是首先疏通自己内心深处的各种疙

瘩，才能让作品的血脉经络通畅。你

要让你的作品充满阳光，首先自己得

是一个小太阳，才能把更美好的东西

传递给我们的儿童。一切为了孩子，

为了孩子的一切，让我们努力做个好

人，做一个善良的人，拍出更多更好

的儿童电影。

伊朗汉学家、曾任伊朗驻中国大

使馆文化参赞的汉尼·阿德勒通过视

频发来祝贺。汉尼谈到：伊朗同中国

都是文明古国，双方友谊源远流长，

追溯到 2500年前，古代丝绸之路是

为鉴证。目前，影视传媒在提升国家

软实力、重塑文化自信方面有重要影

响，影视交流在政府和民间交流中也

承担重要使命。伊朗在电影方面，尤

其是儿童少年电影方面具有一定优

势，所以伊朗同中国在儿童少年电影

上可以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促成两

国在亚洲文化新领域，成就新篇章。

此外，中伊文化交流使者、伊朗

导演、制片人何飞还特地亲临会场，

代表汉尼·阿德勒表达了对中国儿童

电影的美好祝愿。

李镇在总结中提出，本次论坛既

有对百年历史的宏观梳理，也有对具

体历史事件、作品、人物和现象的回

望；既有情感化的生动表达，也有充

满理性的分析和阐释。无论在哪个

年代，总有许许多多杰出的中国艺术

家投入儿童电影事业。这项事业几

经迭代赓续，每一代儿童电影人都曾

面对过严峻的挑战，但是他们无所畏

惧，前赴后继，无怨无悔。正因为有

他们，百年的银幕上才留下了那么多

传播着真善美并足以传世的优秀作

品。儿童电影得到了爱的浇灌，同时

也滋润了亿万少年儿童的心田。

（李佳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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