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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卡梅隆导演“十余年磨一剑”的

作品《阿凡达：水之道》（下文简称《阿凡达2》）

上映后票房不及预期，但其仍是继 2009 年

《阿凡达》开启3D电影时代后电影史上极其

重要的一笔。中国电影人需要认真总结《阿

凡达2》的特点，从中获得有益的经验，推动中

国电影高质量发展。

一、《阿凡达2》的突出特点

（一）卡梅隆的号召力。《阿凡达2》是由迪

士尼影业出品的一部3D科幻巨制，由好莱坞

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执导，萨姆·沃辛顿、

佐伊·索尔达娜、凯特·温斯莱特、杨紫琼等主

演。1984年开始，电影《终结者》让卡梅隆大

放异彩，此后的《异形2》、《真实的谎言》、《泰

坦尼克号》、《阿凡达》等作品，让他在全球电

影市场中独树一帜。尤其是2009年的《阿凡

达》以 29 亿美元的票房位居影史第一，超越

了他的前作《泰塔尼克号》所保持的 18 亿美

元，震撼全球电影市场。

卡梅隆的每次作品都带给观众超乎寻常

的想象力和视觉盛宴，此次耗时13年打造的

《阿凡达2》更是时下顶尖电影技术的结晶，继

续拓展了大银幕体验的极限。影片上映正值

国内疫情高发阶段，然而影片上映第一天便

斩获近1.3亿元票房，零点档首映更是引发了

大量粉丝的狂欢。万达电影于首映日专门举

办粉丝派对，在北京、上海、深圳、大连、济南

五大城市同框连线，并通过网络平台向全国

观众同步直播，让万千影迷第一时间见证《阿

凡达2》的史诗归来。

截至12月19日11时，《阿凡达2》国内票

房已达到 4.08 亿元，全球票房 4.34 亿美元。

虽然一定程度上低于预估水平，但从疫情高

峰过后电影市场存在的复苏可能，以及过往

卡梅隆电影《泰坦尼克号》和《阿凡达》的长线

走势来看，《阿凡达 2》的最终票房仍旧值得

期待。

（二）高科技的表现力。众所周知，《阿凡

达》2009 年上映后，真正带来了 3D 和 IMAX

电影的普及化，全球影院为此进行了大范围

升级，带动了电影前端拍摄和后端影院升级

一整套系统的革新，也改变了观众的观影习

惯。《阿凡达2》的制作中使用了4K、3D、高帧

率等诸多高新技术手段，卡梅隆称它是“专为

最大的银幕和最身临其境的3D效果而设计”

的。12月5日，在伦敦举办的全球首映就选

择在杜比影厅，用4K、3D、高帧率和杜比全景

声来呈现影片，大银幕影厅也成了大多数观

众观影的首选。

通过4K超高清技术，影片呈现出更细腻

的画面细节，海水中的每一个气泡、人物皮肤

的每一道纹路都清晰可见。在 3D 运用上，

《阿凡达2》采用了3D虚拟影像撷取技术，通

过两台摄像机模拟人的左右眼同时捕获景物

信息，这样在后期得到的 3D 效果更具纵深

感、层次感和立体感，也更符合人眼观看到的

效果。《阿凡达2》还采用了每秒48帧的高帧

率技术拍摄，可提供2倍于传统24帧格式的

画面内容，呈现更连贯、流畅的画面内容，解

决了原先许多镜头让观众感觉模糊和头晕的

问题。除此之外，更高的屏幕亮度、广色域等

使画面效果全方位提升，不仅意味着更鲜明

的屏幕色彩，而且更接近肉眼所见的真实世

界。湛蓝广阔的深海世界、缤纷炫目的海底

生物、夜空里的荧光幻境，卡梅隆将技术的表

现力发挥至极致，构建出一个真实的奇幻

世界。

（三）故事的感染力。不少观众看完《阿

凡达 2》表示“剧情如此老套，却又如此好

看”。不可否认，该片在剧情设置上确有一定

的逻辑瑕疵，但作为一部海洋科幻史诗，在宏

大的科学观架构下，呈现出的有关家庭亲情、

生态环保以及正义的价值观念仍能够打动

观众。

《阿凡达2》的故事并不复杂，家庭叙事是

故事展开的关键。如果说第一部中呈现的更

多是人类对纳威族的入侵，种族之间的对抗

和斗争带有浓重的美式神话般的个人英雄主

义色彩，那么第二部中卡梅隆用大笔墨着重

塑造了“家庭”的概念。片中的家庭结构及亲

情叙事无处不在，主角杰克的五口之家，岛礁

族族长的家庭，迈尔斯与蜘蛛的“父子关系”

以及海洋生物中图鲲和它的孩子所带有的亲

情隐喻叙事。多重家庭结构之间的互文隐

喻，表达出亲情既是“软肋”也是“盔甲”的核

心概念。卡梅隆也表示，注重家庭观念的中

国观众可以在其中找到更多共鸣。

除了家庭的亲情因素外，《阿凡达2》也表

现出了卡梅隆一直以来对“水”的独特情感，

延续了前作的生态主题表达，“水之道”也十

分契合中式哲学思想。在他的电影中，水元

素不仅仅是物理形态上的水，更是一种文化、

意念的表达载体，融合了人与自然生态平衡、

家庭情感和谐、反对杀戮暴力的多种内涵。

在潘多拉星球的海洋场域中，卡梅隆借助科

技力量，描绘出奇幻的海洋生态环境和人类

理想的精神家园。导演让观众站在另一物种

的角度，反抗人类中心主义，发出保护自然、

回归自然的呼唤，使人重新认识与自然生命

契合的重要性。

二、《阿凡达2》对中国电影创作

的启示

（一）中国电影人要学习卡梅隆导演的工

匠精神。早在 2010 年，卡梅隆导演表示《阿

凡达》第二部将于 2014 年上映，然而上映时

间一再推迟，仅仅是打磨剧本就花了3 年半

的时间，电影制作又花了5 年时间。卡梅隆

导演的电影工匠精神可见一斑。如果仅考虑

商业利益，卡梅隆无需如此较真，“阿凡达”这

一IP的影响力足够使大量观众买单。他对电

影精雕细刻、精益求精，不打磨成精品绝对不

上映的精神，也是他立足世界影坛至今无人

可取代的重要原因。

而在当下中国电影市场，不少电影人缺

乏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一些电影投资公司

只把盈利当作终极目标，将大量资金用于追

求影片的大牌明星阵容以及网络营销造势，

编剧、导演等创作者缺乏精耕细作的土壤环

境。此外，不乏外行人士跨界当导演，他们缺

乏艺术创作的经验和沉淀，急功近利想挣快

钱。面对国产电影口碑和质量迅速下滑的困

境，电影专业人才要学习卡梅隆导演的工匠

精神。当下，观众对待电影的态度普遍趋于

理性，真正制作精良的影片定不会被市场所

否定和埋没。

（二）中国电影人要追求电影技术和艺术

的极致表现。卡梅隆导演的每部作品几乎都

在行业内掀起了技术革命，为后来的电影树

立起技术的标杆。《深渊》将电脑动画技术与

电影拍摄结合，开创了具有革命性影响力的

CG特效技术，《终结者2》中首次使用动作捕

捉技术，《阿凡达》借助头戴式摄像头将“动作

捕捉”升级到“表情捕捉”，同时掀起3D电影

时代的狂潮。卡梅隆导演对电影技术和艺术

表达的极致追求，也是为何《阿凡达》的剧本

早在上世纪就已完成，却直到新世纪才搬上

大银幕的原因。

据称，为了更好地完成《阿凡达2》的水下

制作，并复原水底潜泳的逼真情景，“技术狂

人”卡梅隆专门建立了水下拍摄的动态捕捉

系统，还有能够承载九十亿加仑海洋的大型

水槽，同时布置了多个模拟海洋动力学环境

的设备,从而能够最大程度仿真海洋流动形

态。对于在水下的动作拍摄，剧组的所有演

员都进行了潜水练习，卡梅隆也表示：“我们

不会使用任何的水肺进行拍摄，所以拍摄到

的画面素材都相当漂亮，动作捕捉的点也都

非常完美。”《阿凡达2》探索的水下虚拟拍摄

效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最终呈现出的壮丽

银幕奇观令人赞叹不已。

反观国内市场，中国电影人在对技术的

追求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一方面，不少电

影导演不懂技术，也缺乏对电影技术的钻研

热情，对技术的使用点到即止。另一方面，一

些追求技术表现的电影，用华丽的特效制造

炫目的画面，却难以将思想性、艺术性与技术

完美结合，电影变成了纯粹的炫技。电影工

业的长足发展，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技术基础

上，国内电影人要更加注重技术和艺术的融

合发展，追求电影艺术的极致表达。

（三）中国电影人要拓展想象力表达，促

进想象力消费。《阿凡达》系列创作的成功除

了技术上的突破运用之外，其表现出想象力

的丰富内核也是电影的重要制胜之道。《星际

穿越》、《黑客帝国》、《盗梦空间》以及庞大的

漫威宇宙建构等，让人们明白好莱坞影业之

所以能够席卷全球，除了强大的电影工业与

电影运行体系基础外，超强的“想象力”正是

其产业运行的功底。

不可否认，在电影工业化程度上我们与

西方还存在一定差距，然而在“想象力”方面，

国内电影创作者也较局限于现实生活，缺乏

创造性。当下，在互联网与数字技术时代，科

技的发展已经能够为电影的想象力提供支

持，观众们也更加渴望超越现实，体验虚拟的

世界。《头号玩家》式元宇宙电影的火热也预

示着，新一代的年轻观众在期待一种具有多

次元融合、超前虚构性想象力的新的电影体

验。可以说中国电影“想象力”消费的市场空

间是巨大的。在大力发展电影工业的时代，

更应该鼓励中国电影人的想象力表达，创作

更多类似于《流浪地球》类的科幻电影，追求

立足于本土、保有民族特性的想象力电影。

总之，《阿凡达》系列在全球范围内的成

功和巨大影响力，给国内电影创作者带来诸

多启示。中国电影人在重视国内票房的同

时，也应更加注重海外票房，只有中国电影在

国内和国际都能有同样大的影响力、号召力，

才能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电影强国，这也是中

国电影人应该努力的目标。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2022级

硕士研究生）

阔别十三年，詹姆斯·卡梅隆终于

携《阿凡达：水之道》与全球观众会面。

《阿凡达：水之道》是史诗级电影《阿凡

达》的续作，其续接前作的叙事脉络，讲

述了男主人公杰克·萨利正式成为纳美

人后，与自己的妻儿投身于全新斗争的

故事。相较第一部，《水之道》面临着更

多的挑战：在 3D 技术被频繁使用、人物

设定为大众所熟知的背景下，电影如何

带给观众更多新鲜感，赢得更多认同，

并有力地打开海外市场。面对这种压

力，卡梅隆导演明显交了一份不错的答

卷，《水之道》为观众展现了一个奇幻瑰

丽的水下世界，视听效果仍然震撼，更

重要的是，电影依旧遵循卡梅隆的创作

理念，以奇观化呈现为表，人文关怀为

里，竭力追求电影技术与人文理念的有

效缝合，传达出卡梅隆对人类社会的深

度思考。

一、反殖民主义与环保主义

的赓续

《水之道》首先继承了前作的反殖

民主义与环保主义理念。在反殖民主

义层面，如果说前作展现人类为开采稀

有矿石而大肆破坏纳美人的居住地，谴

责了这种以资本野蛮扩张为代表的殖

民主义，新作《水之道》则进一步加深了

人类军事殖民主义的色彩，人类向纳美

人发动攻击，不再出于经济目的，而是

由于过度开采与污染，导致地球已无法

居住，只能通过屠戮纳美人来占有潘多

拉星，使其成为新的栖息地。从这一层

面说，《水之道》已不再像西部片与科幻

片的结合体，而是具有了更多的科幻指

向，其面临的是科幻电影中的经典问

题：当地球已无法居住时，人类该何去

何从。而不同于传统科幻片中以人类

为主体，肯定这种开拓新家园的努力，

《水之道》以纳美族人的被侵略视角来

展开故事，表达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深

沉反思。同时，展现人类为一己之私伤

害无辜纳美族人的场面，或许也隐含着

创作者对人类文明的忧思：当未来人类

真的进入寻觅新家园时代，在运用高等

科技和军事手段进行宇宙扩张时，以仁

爱为基础的人类文明是否还能维持其

原有的姿态。

在环保主义层面，《水之道》以海洋

为主要的故事背景，延续着卡梅隆导演

的环境保护理念，这一理念分别体现在

影像手段和叙事架构之中。首先，在影

像层面，电影展现了多种多样的海洋生

物形态，创造了梦幻的视觉效果，神秘

的海洋世界随着主人公游动时的主观

镜头，呈现在观众眼前，使观众被这些

奇异美丽的画面所吸引，并进一步产生

认同，对海洋产生情感。同时，刺激逼

真的特效也诉诸在人类伤害海洋生物

的画面上，这种强烈的对比促使观众对

捕杀海洋生物的行为产生厌恶，从而自

发接受电影的环保主义理念。其次，在

叙事架构中，导演创造了图鲲这一神奇

的海洋生物，设定它们拥有比人类更高

的智慧，并使它们同纳美族人产生情感

联结，传达出一种“万物有灵”的理念。

图鲲甚至参与了两方势力最后的斗争，

击溃了依靠高科技不断伤害自己同伴

的资本家队伍，再次传达出影片对漠视

其它生灵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嘲讽。通

过影像和叙事的双重创造，《水之道》呼

吁观众尊重自然，尊重一切生命。

二、身份认同问题的新变

两部《阿凡达》电影都在不断探讨

身份认同的问题。在第一部中，主人公

杰克·萨利在地球人与纳美人的入侵

——反抗关系中形成身份认同危机，这

一认同危机最终随着他身心皆转化为

纳美人而结束。而在《水之道》中，已经

彻底同化为纳美人的杰克，面临的是如

何与妻儿融入新部落的境地。为了保

全家人，杰克带妻儿跋涉千里来到海洋

族，与首领进行交涉后得以定居。在这

一设定下，杰克的身份认同危机不再强

烈，他与新部落不再是跨越不同星球的

异族或异种关系，而是同一家园下的不

同文化集体之间的关系，其融入行为不

再是异类的侵入，而是一种移民，这意

味着他将以更快的速度、更少的困扰来

融入新集体。而当杰克一家与海洋族

纳美人的关系逐渐融洽，大家一起生活

与战斗时，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

团结场景或许也暗示着导演对不同种

族和谐相融的美好想象。

除了展示杰克一家在海洋族中产

生新的身份认同，电影还对更具私人经

验的身份认同问题进行了思考。在《水

之道》中，原先被奈特莉杀死的反派库

里奇以一种全新形态“复活”，他生而为

人时的记忆被保存，并移植在了一具纳

美人身体中，这使他拥有了自我的意志

和敌人的躯体。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

是库里奇的儿子蜘蛛，由于从小与纳美

族人生活在一起，长大后的蜘蛛虽然拥

有人类的躯体，却在心理上视自己为纳

美人。电影中库里奇与蜘蛛互为镜像，

映射出躯体与灵魂之间的二元矛盾关

系：当个人的躯体与意志处于一种割裂

状态中时，个体的身份该如何确定，位

置将如何明确？尤其是库里奇这一角

色，通过将记忆移植到新躯体中来实现

重生，具有一股以技术改写人之经验形

态的后人类色彩，这代表着导演对科技

的进一步思考：按照马克思·韦伯对人

类理性划分的两个维度，当人类科技的

工具理性达到新的高度之时，其价值理

性是否还能坚守住阵地？卡梅隆没有

对此给出自己的明确答案，但他试图用

爱来调和意志的裂隙。尽管库里奇代

表着复仇的人类意志，而蜘蛛拥有的是

纳美人的灵魂，但亲情仍旧使他们对彼

此伸出援手，这种看似虚无却实则有力

的感情填平了不同阵营父子之间的心

灵沟壑，从这一层面来说的话，或许我

们也应该对人类的未来怀有信心。

三、家庭絮语的得与失

与前作不同的是，续作《水之道》

不再借用美国西进运动的历史隐喻来

凸显宏大命题，而是将视点逐渐缩紧，

聚焦于家庭叙事之上，通过展现亲情、

友情等情感关系，以最本质的爱使观

众形成更深层次的认同，这也体现出

卡梅隆在当下时代里对人类社会的美

好期许。

亲子关系成为《水之道》的叙事重

点。影片开头的纪念颂歌中，被杰克夫

妇铭记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大儿子奈特

亚的出生，奈特亚的安危成为影响杰克

行动的重要因素，不断推动故事发展。

因为他在森林战役中负伤，杰克带妻儿

远走他乡来确保家人的安全，影片后半

段奈特亚的死亡，则成为杰克放弃怀柔

战略，立志消灭敌人的导火索。而如果

说奈特亚代表着父子关系温和的一面，

叛逆的二儿子洛阿克则喻示着亲子关

系的矛盾。年轻好动的洛阿克经常将

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他所做的一切似

乎都无法获得长辈的认可，这使他在家

庭中处于一种失语境地。这种亲子矛

盾直至结局时，洛阿克带领父亲在水下

逃生，才得以化解，孤独的失语者就此

找回自己在家庭中的话语权，这对父子

以一种平等的关系重归于好。电影重

复颂扬家的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在祈获

艾娃帮助的“复魅”策略下，也毫不逊

色。卡梅隆将人类亲子关系的变动放

置于一群外星人的故事中，通过不断强

调亲情的重要性，表达了对在变幻的身

份中追求永恒之爱的认同。

遗憾的是，电影所塑造的家庭仍旧

没有脱离父权制家庭的窠臼。《水之道》

中的女性并无太多的发挥空间，海洋族

的女祭司没有过多展现自己拥有的神

秘力量，她的女儿也没有相对明晰的成

长线，而成为母亲的奈特莉，其英勇时

刻多来自于保护子女的冲动，出于一种

母亲的职责，却并未体现出更多的个人

主体性。唯一特别的存在是杰克夫妇

的养女基莉，无父的状态，与艾娃之间

独特的心灵感应使她拥有如大地一般

的圣洁力量，但电影并未过多聚焦她的

心理变化，这使其工具属性尤为明显。

在导演着力展示的和谐大家庭中，男性

占据绝对的话语权，成为叙事的重心，

这与凸显出女性力量的前作相比，无疑

缺少了一份力量。

《阿凡达：水之道》也存在着其它

不足，如人物动机合理性的缺失、人物

形象塑造的不饱满、剧情的单薄，都成

为电影必须面对的缺憾，但导演新奇

的想象、对技术流畅度的极高把握，仍

旧为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同时，电

影对基本情感概念的反复确认，那种

不断展现人类问题、家庭关系的入世

姿态，也使其将斩获更多的观众。这

种高新技术与人文理念深度结合的创

作思想，使电影成为主流商业片的典

范，也值得当下的电影创作者不断学

习与借鉴。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学博

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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