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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在过去的100多年中，大量古

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被改编成

电影并搬至大荧幕，不仅推动了

文学作品的跨媒介传播，促使经

典文学重回大众视野，进一步提

升文学作品的关注度，同时也为

电影创作提供了大量优质素材，

由此带动电影产业蓬勃发展。尤

其是新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的

发展和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为文学

作品改编电影作品提供了新土

壤。在此背景下，《白鹿原》、《流

浪地球》、《少年的你》等相继推

出，在获得高票房和好口碑的同

时，赋予文学作品以新内涵和新

形态。然而，文学作品改编电影

作品不可避免地出现脱离原著、

过度商业化等不良创作倾向，对

此，电影创作者应积极探索文学

作品改编电影作品的突破点，由

此实现文学艺术和电影艺术的双

轮驱动、双向赋能。

一、文学作品

改编电影作品的价值

文学作品改编电影作品作为

影像时代全新的艺术形式，以“改

编”的方式与文学作品相互交融，

既拓展了文学作品的意义空间，

使文学作品呈现更加丰满立体，

同时借助电影实现了文学作品的

跨媒介传播。

文学作品改编电影作品可拓

展文学文本的意义空间。文学作

品的文本意义具有开放性和不确

定性，而电影可通过对文学作品

主题、人物、故事的再创造，从不

同层面拓展和延伸文学作品的意

义空间，从而使文学作品的人物塑

造和主题呈现更加鲜明、立体、深

刻。比如，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

来信》中，影片通过融合中国传统

音乐《琵琶语》为国外经典文学作

品注入中国元素和中国内涵，使文

学作品呈现出文本意义之外的本

土化解读，拓展文学作品的意义空

间。除此之外，文学作品改编电影

作品还可促进文学作品形态的更

迭。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创作出不

同与以往版本的改编影片类型，使

文学作品以不同形态得以呈现。

以《智取威虎山》为例，该电影与上

世纪60年代的《林海雪原》都改编

自曲波的经典小说《林海雪原》，但

二者的艺术形态各不相同。《林海

雪原》诞生于中国电影产业起步阶

段，电影创作体系和创作手段相对

落后，加之受传统电影改编观念和

政治因素影响，影片基本上忠于原

著的人物和情节进行改编。而《智

取威虎山》则在原著的基础上充分

运用现代化创作观念和技术手段

进行创造性改编，既淡化了小说宏

大的政治色彩，也将小说中的打斗

场面予以视觉化呈现，从而使文学

作品改编电影作品更具现代色彩。

文学作品改编电影作品可实

现二者的双向赋能，促进文学和

电影的相辅相成、双向共生。电

影诞生于大众媒体时代，具有与

生俱来的传播属性，在大众传播

文化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一方面，文学作品改编电影作品

可带动文学作品的二次传播。首

先，文学作品改编电影作品可借

助电影艺术使经典文学作品重回

大众视野，并借助影像化解读唤

醒观众对于文学作品的记忆，进

一步提升文学作品的关注度和影

响力。其次，文学作品改编电影

作品的过程是对原著的二次创作

和重新解读，而文学作品正是在

一次次的改编中实现历久弥新。

另一方面，电影作为大众媒介时

代的产物，其艺术呈现形式和传

播方式更易被大众广泛理解和接

受，将晦涩难懂的文学作品改编

电影作品可在文学作品与大众之

间架起沟通桥梁，实现文学作品

的通俗化传播。以电影《红高粱》

为例，其改编自莫言经典小说《红

高粱家族》，在影片大获成功的同

时，也为莫言的小说吸引了大量

读者，可谓文学和电影双向赋能

的成功典范。

二、文学作品

改编电影作品的现状

自进入有声电影以来，大量

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被改编

成电影并搬至大银幕，既有改编

自国外经典文学的电影作品《傲

慢与偏见》、《悲惨世界》等，也有

改编自我国经典文学的电影作品

《西游记》、《红高粱》、《霸王别姬》

等，不可否认，文学作品是电影创

作素材的重要来源之一，特别是

在新世纪优质剧本缺乏的情况

下，文学作品改编电影作品逐渐

成为诸多电影导演的首选。

新时期的文学作品改编电影

作品在产业化发展下大致可分为

三类：其一，对古典文学的现代化

改编，如《花木兰》、《赵氏孤儿》、

《倩女幽魂》等电影作品，这些改

编影片不再一味地忠于原著，而

是加入创作者自身对文学作品的

理解，导致该时期改编的电影作

品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存在后现

代的胡编滥造。其二，对国外文

学作品的本土化改编。在文化全

球化推进下，电影创作者的眼界

和观念日渐开阔，大量国外文学

作品被搬至中国荧幕，而这一时

期的改编作品并非简单的内容搬

运，而是通过融合中国元素进行

创作，使其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

特征。其三，对网络文学的通俗

化改编。网络文学作品具有天然

的互联网基因和庞大的受众群

体，加之其本身的故事结构就具

有较强的电影感，将其改编成电

影更易被大众和市场所接受。近

年来，由网络文学改编而成的电

影作品在电影市场上大放异彩，

均获得不错的票房和口碑。如青

春题材改编电影《匆匆那年》、《小

时代》等，以及悬疑题材改编电影

《九层妖塔》、《盗墓笔记》系列

等。但与此同时，出现同质化、套

路化等不良创作倾向，导致跟风

改编之作数量繁多，不仅影响电

影改编题材和类型的多样性和丰

富性，同时也破坏了中国电影市

场的行业生态，长远来看，必将危

害电影改编市场的良性发展。在

此背景下，文学作品改编电影作

品亟需寻找新的突破点，实现文

学与电影的双向赋能。

三、文学作品

改编电影作品的策略

经典文学作品是培育电影精

品的沃土，无论是早期“四大名

著”的改编电影还是之后改编自

《白鹿原》、《红高粱》等当代小说

的电影佳作，亦或是网络文学催

生出的《匆匆那年》、《左耳》、《鬼吹

灯》等多种题材电影类型，都在一

定程度上证明优质文学作品改编

电影精品的可能性，同时也表明市

场和观众对于文学作品改编电影

作品的认可。特别是近几年，得益

于互联网的发展和国潮文化的兴

起，古典文学逐渐代替通俗文学成

为电影改编主流，不仅彰显出经典

文学作品改编电影作品的重新回

归，更为新时期文学作品改编电影

作品提供了新的突破口。

文学作品改编电影作品若要

突破通俗文学因过热发展而暴露

出的种种弊端，就必须赋予电影

以深刻的文学性。这是因为电影

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文学有着紧密

的联系，尽管二者在艺术手法和

审美角度方面各有不同，但文学

性始终是二者的固有属性。然而

近年来，在电影市场化改革和大

众文化思潮的影响下，一些电影

为了迎合受众的感官刺激和娱乐

化需求，片面追求粉丝和票房，致

使电影在对文学作品的改编上忽

视对其文学性和思想性的挖掘。

因此，文学作品改编电影作品必

须深刻把握文学文本的文学性，

深入挖掘其所蕴含的民族文化、

红色文化等传统文化元素，并借

助画面和镜头将其文学性转换为

影像文本，从而为电影艺术提供

文学滋养。比如，电影《流浪地

球》在对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同名

小说进行改编时，对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进行积极探索，为新

时代文学作品改编电影作品提供

有益借鉴，从故事内核、宏大叙事

以及视觉效果等层面传达中国根

深蒂固的家国情怀和集体主义，

不仅使影片打上传统文化的深深

烙印，更在中国文学改编电影史

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学作品改编电影作品还应

引入数字媒体开辟电影改编新天

地，从而使其呈现不同维度的创

新性。在数字媒介时代，电影改

编既要讲究艺术性，也要讲究创

新性。数字媒体在电影改编中的

应用不仅颠覆了传统电影对文学

作品的“简单复制”，同时为电影

改编艺术的现代化进程开辟了全

新道路。一方面，文学作品改编

电影作品可在借鉴原有改编技巧

的基础上融合数字媒体创新视听

形式，使文学作品中的悬疑、科幻

故事得以可视化呈现，甚至超越

现实，打造传统电影改编无法呈

现的视觉奇观，进一步拓展文学

改编电影的艺术表现空间。比

如，改编自中国经典名著《西游

记》的电影作品《西游降魔篇》，借

助数字技术不断打造视觉奇观以

突破观众对传统文学作品的理解

和想象，运用3D、CG等数字动画

技术创设流沙河、高老庄等立体

化的三维场景，不仅完全颠覆了

原著的文学叙事逻辑，而且赋予

原著原有的意义阐释系统以现代

化特征。

文学作品改编电影作品还应

与当代社会价值、审美取向对焦，

从而发挥社会引导功能。当前，国

内电影产业发展如火如荼，IP改编

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逐渐

成为风潮。但纵观近几年的电影

改编市场可以看出，文学经典改编

的电影屈指可数，国内外经典名著

改编之作更是寥寥无几。究其原

因，主要是互联网的发展和市场环

境的变化导致大量资本涌入电影

行业，使海量网络小说改编电影作

品迎来广阔的发展机遇，加之互联

网时代观影的主力逐渐趋于年轻

化，导致大量网络小说改编电影充

斥电影市场。

文学作品改编电影作品若要

走向“经典化”发展道路，就必须主

动承担起社会引导功能，在注重娱

乐性的同时关注其思想性和社会

价值，使其成为展现时代精神和民

族力量的重要窗口，从而使观众获

得更深层次的精神满足。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文学作品改编电

影作品是互联网时代电影产业化

发展的必由之路。未来，文学和

电影若要实现双向共赢，就必须

持续寻找数字媒介时代文学作品

改编电影作品的突破点，既要保

证原著的文学性，也要借助数字

技术实现跨界融合，从而创造出

符合新时代大众审美的优秀改编

作品。

（作者系黄河交通学院副教授）

文学作品改编电影作品的突破点

电影衍生文创设计对中华优秀文化传承探究

影视作品是汇集视听语言、表演艺术、

背景音乐等各种形式的一门综合性艺术。

音乐作为影视作品中不可或缺的艺术元素，

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并凭借自身的感染力

和渗透力，成为渲染背景气氛、推动故事情

节发展的重要手段，将其作为辅助手段融入

影视作品中，依托不同音乐元素的呈现，使

其与影视作品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而达

到声音与画面的完美契合，由此提升影视作

品的艺术价值和美学意蕴。

一、推动情节发展，深化主题思想

影视作品创作者将音乐艺术融入故事

情节和主题思想中，以达到推动情节发展、

深化主题思想的目的。音乐是影视作品中

必不可少的视听元素，既可以预示即将发生

的故事情节，也可以拓展与延伸正在进行的

故事情节，使故事整体更加丰富且具有感染

力，从而升华主题。一方面，大部分影视作

品创作者都将音乐作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的“催化剂”，除借助音乐独特的艺术表现形

式解释与叙述故事情节外，还通过跌宕起伏

的旋律、起承转合的结构预示与铺垫不同阶

段的情节，从而使故事情节发展更加流畅饱

满且富有艺术张力。比如著名约翰·卡尼导

演的两部电影《曾经》和《歌曲改变人生》中，

音乐作为主线贯穿于故事情节发展始终，伴

随着男女主人公爱情故事的发展，音乐往往

先于情节转折处出现，预示即将发生的情

节，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基础上，可以最

大化地保证整体剧情的连贯性。另一方面，

音乐作为一种特殊的视听语言，既可以奠定

影片的感情基调，也可以传达影片的主旨大

意，以丰富画面语言，传达故事本身无法直

观展现的人物情感和思想主题。相比于影

片画面、对白，音乐更能深入人心，引发观众

情感共鸣，达到升华影片主旨的目的。比如

影片《集结号》中，借助高亢嘹亮的圆号演绎

出战士们坚韧、刚强的意志，在阐述影片“人

性”主题的同时，给予观众强大的精神力量，

从而升华影片主题内涵。

二、渲染背景气氛，丰富电影层次

影视作品中的音乐本身就具有极强的

艺术感染力和情绪表现力，借助不同的音乐

形态渲染背景气氛、烘托电影情节，以此发

挥调动观众情绪、丰富电影层次的美学价

值。一方面，音乐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在营造背景氛围、调动观众情绪方面具有天

然优势，无论是时代氛围还是环境氛围都能

被不同背景音乐衬托得淋漓尽致。而不同

题材的影视作品所需要的背景音乐也有所

不同，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一般需要厚重感

的音乐进行烘托；青春题材的影视作品则需

要欢快的音乐与之相配合。但任何类型的音

乐，其最终目的都在于烘托背景、渲染情绪，

并在影片与观众之间筑起一架情感沟通的桥

梁，以此调动观众情绪。比如影片《你好，李

焕英》创作者选用《依兰爱情故事》、《萱花草》

两首歌曲，将观众带入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

氛围中，深入感受当时中国人民的纯真质朴

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另一方面，影视作

品借助音乐元素还可以有效弥补影片在画面

呈现和剧情发展方面的单调感和空洞感，从

而丰富影片表现层次、强化影片艺术内涵，使

影视作品更具生命力和感染力。以电影《海

上钢琴师》为例，钢琴音乐是伴随剧情发展的

一条重要线索，依托音乐不同层次的旋律诠

释战争笼罩下民众情绪的变化。影片开头以

较为舒缓庄重的旋律切入，用以表达战争来

临之前的悲壮感和凄美感，中间和结尾部分

则由舒缓逐渐过渡到急促，与硝烟弥漫的战

争画面相互映衬，将观众带入紧张激烈的战

争氛围中，使观众在聆听不同音乐旋律的同

时，充分感知影片的层次感。

三、塑造人物形象，表达人物情感

影视作品中的音乐除了具有推动情节

发展、烘托背景氛围的作用外，还可以塑造

人物形象、表达人物情感，从而使影视作品

中的人物更加真实、立体。影视创作者通过

选择不同音乐形态，既可塑造更加鲜活生动

的人物形象，还可利用不同的音调、音色、旋

律等传达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变化。以影片

《红楼梦》为例，在刻画刘姥姥这一人物形象

时，采用三弦独特的音色担纲，营造出滑稽

的氛围，尤其是小堂鼓呼应三弦的滑音演

奏，生动描摹出刘姥姥风趣幽默的人物形

象，使观众能够跟随音乐的出现联想到刘姥

姥滑稽的形象。除此之外，音乐还能够表现

人物内心的各种情绪，传递人物内心深处的

情感和思想，不仅可为影片增添浓厚的感情

色彩，而且可使观众在观看影片过程中加深

对人物心理、动作及情感世界的了解。比如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通过京胡等乐器

的演奏和京剧的低声浅唱传递主人公被

“困”于深宅大院，迫切想要冲出“牢笼”的压

抑感和挣扎感。

综上所述，音乐是一种极具感染力和渗

透力的艺术形式，将其丰富的美学内涵和美

学价值融入影视作品，既可推动故事情节发

展，也可使影片更具流畅性和完整性，抵达

观众内心，在引发观众情感共鸣的同时，升

华影片主题。除此之外，音乐本身就具有极

强的形象色彩，将其运用于影视创作中可发

挥塑造人物形象、传递人物内心情感的重要

美学功能。对此，影视创作者在今后创作中

应充分发挥音乐的美学价值，实现音乐与画

面的完美统一，从而全面强化影视作品的艺

术内涵和视听美感。

（作者系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

院讲师）本文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22 年产

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基于数字化资源平台的

大学美育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与建设”（编

号：220605635091804）；成都理工大学2022

年春季学期校级课程教学改革试点项目“影视

鉴赏（线上线下混合式）”的研究成果。

伴随着大众消费的升级，既承载传统文

化元素又切合新消费群体命脉的文创产品

成为消费新时尚。电影作为中华优秀文化

传承的艺术载体，在文创产业领域积极探

索，凭借高品质的文创产品设计，成为传承

中华优秀文化的全新路径。

近年来，国内电影衍生文创市场逐渐散

发出巨大潜力，各个领域的电影文创产品层

出不穷、遍地开花。2015年动画电影《大圣

归来》推出衍生品首日便获得 1180 万元的

销售额，不仅打破了我国电影衍生文创产品

的销售新纪录，而且也开启了电影衍生文创

的产业化发展道路。在此之后，《大鱼海

棠》、《我和我的祖国》、《哪吒之魔童降世》等

电影的衍生文创产品均获得不菲的成绩。

这些成功的文创产品大多都是基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再造，在文创设计中充分

融入民族特色、传统文化元素，使电影衍生

文创成为助力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新动力。

一、电影衍生文创设计

对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意义

电影衍生文创设计以中华优秀文化为

基底，将创意设计理念与传统文化元素完美

融合，设计出林林总总且具有文化底蕴的文

创产品，不仅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提

供了新的方式和载体，更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走近大众、走向世界提供了丰富的渠道。

电影衍生文创设计可为传统文化传承

注入新的力量，以全新的方式打开中华优秀

文化沉睡的大门，使文化不再孤芳自赏，真

正走近大众日常生活。长久以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其与现

代社会和大众生活严重脱节，进而导致一些

优秀的中华文化落入无人问津的窘境。而

电影衍生文创设计可将富含传统文化元素

的产品融入大众吃穿住行的方方面面，使文

创设计在赋予产品文化内涵的同时，也使传

统文化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电影衍生文创可借助多样化的文创设

计为中华优秀文化传承提供新型文化载体，

从而拓宽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路径。伴随着

信息时代的到来，传播渠道已发生翻天覆地

的变化，电影衍生文创产品的设计与开发也

借助数字技术拓宽线上线下传播媒介，打造

VR体验馆、数字藏品、元宇宙体验空间等线

上虚拟文创产品，实现电影文创产品的多角

度全方位开发。比如，在元宇宙概念的助推

下，《雄狮少年》、《狙击手》等电影均以数字内

容产品及消费为核心开发设计服饰、道具、人

物角色、纪念卡等数字藏品，并在淘票票、支

付宝线上平台进行发行，不仅实现了传统文

化与数字技术的有效结合，而且还进一步拓

宽了中华优秀文化的数字化传承路径。

二、基于电影衍生文创设计的

中华优秀文化传承路径

电影衍生文创在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依托文创产品的有效

设计，将传统文化元素、大众消费需求及数

字技术充分融入电影文创产品的设计理念

中，在满足当代消费需求的同时也能够全面

推进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电影衍生文创设计应充分挖掘传统文

化元素，将电影中可供开发的文创资源与传

统文化相结合，为电影文创产品注入文化内

涵。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

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力量，可为电

影衍生文创提供源源不断的设计灵感和设

计资源。这就需要文创产品设计人员充分

提炼电影中的传统文化元素和影视 IP 形

象，并借助一系列创意手段和现代设计，将

提炼出的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电影衍生品的

开发与设计中，从而为电影文创产品注入丰

富的文化内涵。比如《哪吒之魔童降世》、

《姜子牙》等电影在挖掘传统文化元素和IP

形象的基础上，将“哪吒”、“姜子牙”等具有

中华文化特色的形象与时下流行的积木品

牌进行融合设计，致力于打造具有东方特色

的原创 IP 文创产品，不仅可为各类积木产

品注入文化内涵，而且还可实现传统文化在

大众娱乐生活中的广泛渗透。

电影衍生文创还应以用户需求为中心

进行设计，由此引发观众的传统文化认同，

从而使中华优秀文化实现大众化传播。在电

影文创产品设计期间，应根据泛娱乐时代观

众的心理诉求和文化认知进行个性化设计，

并且还应时刻关注用户的文化体验感，采用

一系列互动设计使消费者在与产品建立共情

的同时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由此

激发观众深层次的文化情感、建立传统文化

认同。同时，设计人员还应以观众群体为基

础，深度挖掘粉丝经济，并利用文创设计将传

统文化融入更多现代时尚元素，从而打破传

统文化“曲高和寡”的姿态，使更多的普通人

接触并认同中华文化，进而实现传统文化的

大众化传播。比如，电影《大鱼海棠》在衍生

文创设计上敢为人先，早在电影上映之前就

设计开发玩具手办、特色美食、服装配饰、美

妆护肤品等八大门类的文创产品，涉及大众

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满足当代大众消费需求

的同时，也使传统文化变得触手可及。

三、结语

电影衍生文创对于中华优秀文化的传

承作用不言而喻，而文创设计则是将中华优

秀文化中的各种元素进行提炼、融合，并结

合现代设计理念和设计方式进行重新组合

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优秀文化以更

加多样化的形式走近大众日常生活，使人们

在充分感受电影文创产品文化内涵的同时，

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电影衍生文创还应充分结合数字技术

改进设计方式，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开辟

全新路径。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演

进和发展，人工智能、三维动画等数字技术

正在重构传统文化呈现方式。

（晏恺嫱系河池学院讲师，韦景耀系河池

学院副研究馆员【非遗】）本文系广西壮族自

治区教育厅2020年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

础能力提升项目《罗城仫佬族非物质文化遗

产旅游文创产品开发研究》（项目编号：

2020KY15025）；河池学院2022年教育教学

改革项目《基于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地方

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构

建》（项目编号：2022EB007）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