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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 后 的 十 来 年 时 间

里，我去京城的小西天，碰到陈

景亮馆长总拱手说一句“又来

西天取经了”，他哈哈一笑回道

“晚上碰一杯”。

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电影

如重病初愈，正在“大补”阶段，

上海的“冬令进补”尚未开始，

北京的按国别举办的系列回顾

展已成常态，中国电影资料馆

是这些活动的引进方和主办

方。陈景亮 1985 年 3 月任资料

馆副馆长，1988 年 9 月起任馆

长，是这些回顾展的具体组织

者。我 1985年初夏起到新成立

的上海电影艺术研究所上班，

不久担任所的外国电影室主任

并负责辞海 89版外国部分的设

计和编纂，去北京观摩各次回

顾展既是工作也是自己了解世

界电影的开始。当时这些电影

只在北京放映不到外地，控制

很严，直到 90 年代后期才允许

到上海放映其中的一部分。北

京的放映一般也不邀请外地的

人员参加，只请上海所。因为

看电影和参加各种学术研讨活

动认识了陈馆长。初见面便知

他好饮，面色通红尤其鼻子，那

时的开幕式或闭幕式晚上会在

馆里举办一个简朴的酒会，由

单位的厨房做些凉菜备些饮

料，招待老外也显示欢庆，京城

影界的导演、专家都来一聚。

我还记得周传基老师酩酊下的

豪放，也有戴锦华等女学者手

持酒杯仍娴静风范的印象。酒

会没有烈性酒，陈景亮会另带

酒来，彼此熟悉后，他会强拉我

干一杯。

景亮对我看片很照顾，每

次都让下面的部门准备好完整

的一套票，我一到就可以领取，

对看片之间的吃饭问题，尽管

我再三说不麻烦他们自己解

决，但他和奚珊珊副馆长还是

经常关心。无以为报，便只有

在讨论会上认真发言了，记得

好像是在瑞典回顾展的会上我

同一个老外为了哪部片子争论

起来，事后陈馆长对我说“交流

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时我们对

外国电影只有引进和介绍，很

少在平等立场上作学术性质讨

论的。

整个 80 年代，这样的回顾

展超过十次，90 年代同类的活

动开始多了（如有了上海国际

电影节）加上从回顾角度讲，二

战后欧洲各次新浪潮择其大者

也介绍得差不多了，对属“当

代”范畴的作品的评价也尚不

能同“经典”和“现代”并论，中

国电影资料馆的回顾展活动才

告段落。回顾那几年的北京看

片，除个别的（如葡萄牙展）我

大多参加了，它打下了我的外

国电影知识储备的基础，让我

对百年电影史的变迁，对电影

史上的名家名片特别是创新浪

潮有一个虽然仍粗线条但也是

清晰的概念。

陈景亮任馆长的二十年里

对中外电影的交流做了许多

事，回顾展只是其中一项。上

世纪末资料馆举办了亚洲地区

电影的收藏修复研讨会（我和

桑 弧 导 演 、李 纬 老 师 等 参 加

了），这是中国第一次把老电影

的修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会

上听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代

表发言，桑弧导演感慨地对我

说：“这些国家电影没拍多少，

也那么重视老片子的保护。”

陈景亮主持资料馆工作的

初期，我们对外国电影的开放

度仍很有限，记得在小西天放

阿尔莫多瓦的片子，竟然出现

放映员用手挡住某些镜头的一

幕，对回顾展的电影，尽管已经

是内部放映，仍有人拿“黄色镜

头”为由向上面告状，可想而

知，举办单位的压力有多大。

还想起一件在当时颇有点

惊世骇俗的事，90年代初，陈景

亮要求馆里的研究人员包括研

究中国电影的都必须外语过

关，把这作为业务考评的必要

条件。我正好去北京出差顺便

去小西天看望朋友，走到新建

成的大会场门口，只听见里面

都是在用英语发言，遇到的朋

友赞成的抱怨的都有，但都认

真照着做了。有人说陈景亮此

举是因为他自己学外语出身，

还有人认为他这是“崇洋”，我

想这应该是他从中外电影交流

的前景出发做出的举措，比起

任何其它艺术来，电影更离不

开同别国别的民族的交流。后

来我看到如黄式宪教授那样不

是资料馆的老人到小西天开会

也用英语宣读论文（尽管结结

巴巴，发言不准），感到陈馆长

的这个要求虽然太高，却是有

远见的也不是不可能做到的。

景亮曾有意要我去他那里

工作，此事无果，仍让我很感

激。他后来因脑瘤长期卧床，

动了手术致面部都变了形，喝

酒的嗜好想必也断了。前些天

他的去世也不知是否同疫情有

关。但从原来痛苦的病情讲，

他是解脱了。

在那里，景亮可以畅饮。

（作者为原上海市文广局艺

术处处长，上海电影家协会原副

主席，研究员）

本报讯 2023 年 1 月 7 日 19 点

26分，著名配音艺术家、译制片导

演苏秀因病去世，享年 97岁。

苏秀祖籍河北，1926年生于吉

林省长春市。1950 年到上海电影

制片厂，担任译制片配音和导演工

作。

苏秀是一位戏路很广的配音演

员，不同性格、不同阶层的妇女形

象无不丝丝入扣。虚荣、虚伪如

《红与黑》中的玛吉达，正直、刚烈

如《记忆中的街道》的冬妮娅 多布

拉，带些爽直、粗放的红军女战士

玛特柳卡（《第四十一》）同样都是

观众津津乐道的艺术形象。再以老

年妇女形象而论，无论是淳朴、善

良如沙霍夫的母亲（《伟大的公

民》），性格怪异的奥特伯恩太太

（《尼罗河上的惨案》），阴险狠毒的

高须相子（《华丽的家族》），骄横跋

扈的卡洛琳娜，都是观众喜闻乐见

的艺术形象，译制片中不可多得的

精品。

苏秀还是一位优秀的译制片导

演，深受观众喜爱的《中锋在黎明

前死去》、《金环蚀》、《远山的呼

唤》、《砂器》、《英俊少年》、《啊，野

麦岭》、《虎口脱险》等等都是她的

译制片导演佳作。深受观众喜爱的

电视连续剧《三口之家》、《姿三四

郎》、《血的锁链》、《南北乱世情》

等，也是她的译制片导演佳作。苏

秀还曾多次为国产片配音，其中最

为观众熟悉和喜爱者，莫过于她在

动画片《天书奇谭》中塑造的老妖

狐形象。 （支乡）

《伴我“熊芯”》在主题方面聚焦爱

和亲情，更加突出“走心走情”，在亲情

的表达上有进一步的拓展。在影片的

叙事策略上，更多从亲情入手，同时融

入了喜剧和悬疑的因素，还有一些打怪

桥段，具有很强的视听感染力，能够引

人入胜。笔者感受特别深的是，影片塑

造了一个机器“熊妈妈”的形象。这个

形象很独特，无论是在动画影片还是在

众多故事片中，机器“熊妈妈”都是一个

非常独特的艺术形象。她在跟熊大、熊

二的不断接触当中，逐渐有了情感并不

断深化，以至于成为她“忍辱负重”的最

大动力，同时也成为推动这部电影主要

情节发展的动力。

《熊出没·伴我“熊芯”》在创作上

有很多精心的构思，着重突出亲子关

系，传达了“爱是相互”的这一主题。

影片展现了母爱的深沉与伟大。“熊妈

妈”虽然已经失去记忆，仍然为子牵

绊，并进行殊死搏斗；同时在“为母则

刚”的共识下，有时我们往往忽略到父

母在孩子们心中的地位。熊大尽管已

经知道妈妈是个机器人，依然能为她

拼死搏斗，血战到底！作为父母的我

们虽然知道对孩子的爱有多重，却永

远不知道孩子对父母的爱有多深。影

片通过闪回，带着观众一起回顾了熊

大、熊二在成长过程中对母爱的苦苦

追寻和无限思念，以及看到妈妈时的

开心、快乐和幸福。同时，影片也通过

熊妈妈这一银幕形象，让我们看到孩

子的爱对一位妈妈的成长和人格的升

华有多么重要。熊妈妈本来是一个没

有感情的机器人，但在熊大、熊二唤起

她的“母爱”后，收获了宝贵的亲情，超

越了“智能程序”的控制，变得无所畏

惧、无所不能。

我们常说，“不养儿不知道父母

恩”；而当我们做了父母之后，更加理解

我们自己的父母对我们的爱和付出。

影片在最后呼吁我们给妈妈一个大大

的拥抱。其实，这部电影通过生动的演

绎，也让父母看到了孩子们对父母的爱

之深和情之切！看完该片，笔者最直观

的感受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更应该给孩

子们一个深深的拥抱，感谢他们选择我

们来做父母。是孩子们丰富了父母们

的情感和生活，让我们懂得了亲情的宝

贵，并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和智慧。

可以说，《熊出没》大电影从之前的

上天入地，回归到现实生活的亲情当中

来，回应了这几年社会情绪的悄然变

化，在主题表达、叙事策略上将亲情进

行到底……疫情三年以来，人们在压

抑、焦虑中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了亲情的

温暖。因为我们经过疫情的这样一个

大考，更加懂得世事的无常和亲情的宝

贵。可以说，亲情是无价之宝，是我们

度过压抑、焦虑、痛苦的精神力量。另

外，影片的喜剧元素也会很受观众欢

迎。毕竟这三年，人们饱受疫情的折

磨，需要放松心情，需要释放压力和焦

虑。或许，电影市场也急需这种合家欢

类型的电影。其实，电影美学最核心的

问题，就是与观众的关系问题、与市场

的关系问题，也是电影人一辈子的功

课、功夫。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希望《熊出没》

系列电影能够不断在创作主题上有新

的拓展，不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创新表

达，带来更多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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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出没·伴我“熊芯”》：

国产合家欢动画电影的新拓展
■文/ 饶曙光

《熊出没》作为国内成功的大银幕动画系列，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一个富有影响力

的品牌，而且经过多年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受到观众的欢迎和业界的重视。在新一年

的春节档，第九部《熊出没》动画电影如约而至，给春节档观众带来了更多的选择。春

节档需要多类型、多品种、多样化的电影，才能够满足市场，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多样

化、多元化、个性化、精致化的文化消费、观影需求。作为一部合家欢类型的电影，相

信《熊出没：伴我“熊芯”》一定会受到合家欢观众群体的欢迎和追捧。

笔者提前观看了这部影片之后，感触颇深。与之前八部相比，《熊出没·伴我“熊

芯”》重点聚焦亲情主题，可以说是用心用情、走心走情。“熊熊军团”在前几部中上过

天、入过地，这次回到亲情主题，应该说是创作团队感受到了社会情绪的变化，并且把

他们在生活中捕捉到的社会情绪变化融入到了故事、叙事、人物塑造、细节之中。影

片独具一格、别出心裁塑造出了一个机器人“熊妈妈”的形象，这在动画电影史上也是

非常独特的。事实上，影片中围绕亲情和母子感情的表达与现实生活吻合度很高，相

信可以最大程度引发观众的共情、共鸣和共振。总之，《熊出没·伴我“熊芯”》可以给

大家带来新的惊喜，是国产合家欢电影的新拓展。

《熊出没》系列电影的创作和运营

团队非常优秀，他们希望该系列电影

可以“每年增一岁，每年跨一步”。这

里的“增一岁”就是希望观影群体的年

龄可以每年向上和向下拓展一岁，逐

步向合家欢电影迈进。笔者认为他们

的构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9部《熊出

没》现在已经培养了一代人甚至两代

人每年大年初一走进影院看电影的

“新民俗”，特别是合家观影的群体。

可以说《熊出没》作为系列电影，

已经形成了品牌影响力，这显示出影

片的运营团队具有较强的整体规划

意识和战略构想。我们已经提出了

清晰的电影强国建设路径和时间表，

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和电影强国建设

很需要这样的系列化电影，尤其是需

要品牌化的系列电影，能够持续赢得

观众，能够持续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

特别是疫情告一段落后，中国电

影的复苏和繁荣发展，需要像《熊出

没》这样的系列品牌电影，为中国电

影的可持续发展不断贡献电影品牌

的力量。我们需要更多的系列品牌

电影，我们需要更多的亲情电影，我

们需要多类型多品种多样化的电影，

通过调动、开发各种艺术手段来与我

们的观众尤其是目标观众进行有效

的沟通和对话，良性互动，赢得最大

层面的观众，并且形成最大限度的共

情、共鸣、共振，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从而推动中国电影实现

高质量发展，可持续繁荣发展，稳步

迈向电影强国。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熊出没》系列电影之所以能够

屹立春节档，与整个创作和制作团

队精益求精的精神分不开。从第一

部《熊出没》开始，影片在制作方面

就非常用心和讲究。2022 年春节档

上映的《熊出没·重返地球》还荣获

了第 35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美

术 片 奖 。 这 次《熊 出 没·伴 我“ 熊

芯”》在制作层面更加精良，很多细

节，包括毛发的呈现和主要角色表

情的丰富和生动，均比之前的制作

更上一个新台阶。

尤其是机器人打怪的桥段和场

面，以及一些其他段落的处理，都具

有 非 常 强 大 的 视 觉 冲 击 力 和 感 染

力。这正是影片在制作方面不断努

力的体现。同时，影片在一些喜剧

性桥段和动作、细节方面的处理也

非常传神。笔者在观影过程中注意

到孩子们看到这些画面都很开心地

笑出了声，而且都是发自内心的开

心一笑。这也是春节档家庭观影的

特殊需求，所谓的合家欢，就是一家

人可以开开心心地坐在一起观看一

部能让大家心情愉快的电影。笔者

认为，《熊出没》系列电影在这方面

还可以进一步强化，进一步用心用

情。更重要的是，电影创作和生产

需要进一步研究我们的目标观众群

体以及他们的观影心理，然后来进

一步打通、拓展、丰富沟通对话交流

的渠道，有效带入观众，吸引观众跟

着影片主要角色的情感和情绪走。

◎聚焦爱和亲情，引发广泛共鸣

◎制作再上新台阶

◎为电影强国建设贡献动画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