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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妈熊孩，双向守护暖人心

在前期发布的“爱与守护”版预

告片及海报中，熊妈妈再次登场，这

是时隔熊妈 8年后的首次亮相。此

外，软萌可爱的婴儿期熊大熊二也将

首次亮相，幼小稚嫩的兄弟俩举手投

足间憨态可掬。母子间的双向表白

令影片充满了“欢乐、温暖与感动”。

熊妈曾在八年前的《熊出没·雪

岭雄风》中短暂露脸，跨越8年，相信

许多观众一直惦念着熊妈。谈及创

作初衷，出品人尚琳琳表示：“我们

不断收到观众的疑问与反馈，以往

熊大一直扮演如父如兄的角色，照

亮着熊二，反而应该承担这个角色

的妈妈却消失不见，中间又有什么

样的故事呢？后来我们主创团队商

量，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挖掘的故

事。所以我们决定让熊大、熊二回

到梦开始的地方，让他们用历经冒

险所获得的成长来守护久违的亲

情。我们把它定义为一部用科幻想

象呼吁现实陪伴的作品。”熊妈的回

归，也首次揭开了熊大熊二的身世。

电影中，观众能看到曾经的“新

手熊妈”一步步学会在育儿的过程

中成长为一个合格的母亲，也会看

到熊孩子们最终学会为了守护亲爱

的妈妈而付出自己的勇气和努力。

母子间的双向守护、熊大的挺身而

出，无不诠释着“爱，是所有的根

源”，相信会引起更多“熊粉”们的情

感共鸣。在《熊出没·伴我“熊芯”》

的首映活动上，便有小朋友说自己

在观影过程中哭了两次。

谈及此次电影创作的难题，导演林

永长坦言，最大的难题在熊妈的塑造

上：“我们希望能够塑造一个能够让观

众共情的熊妈。”林永长介绍，为了完整

塑造熊妈的“成长心路”，他们在主创团

队中已经当“妈妈”的同事身上寻求经

验，询问她们是如何带小孩的。电影

中，熊妈从一开始不会照顾小孩的手忙

脚乱，到与孩子建立情感，学会照顾和

保护他们，一直到最后与孩子重逢后的

彻底觉醒……引发了不少观众的共鸣。

可以说，熊妈这个角色取材自

生活中的每一个妈妈，主创团队想

让每个妈妈都能在影片中找到自

己，也想让每一个自己都找到妈妈。

人工智能与温情现实主义

的融合

作为国内原创动画的剧场版电

影，“熊出没”的主创团队每一年都

会结合当下的流行元素，寻找新的

突破点。今年的“熊出没”中，熊大

和熊二将携手踏上寻找妈妈的旅

途，并和一只长相酷似熊妈的白熊

发生各种生动有趣的故事。三只性

格迥异的熊迫不得已结伴同行，产

生一系列奇妙的化学反应。光头强

则延续搞笑担当，作为一名“土味”

发明家，他又想挤进顶尖科技圈，一

刻都不肯消停。

电影中的机器人发明也是各显

神通，生活应用型万能机器人、机器

狗、机甲装备、人工智能等大量科幻

元素让观众目不暇接。最令人意想

不到的是，主创将熊妈设定与人工智

能相结合，并加入了记忆清除设定。

主创表示，这一设定灵感来源

于现实的机器人，做出这样的设定，

也是希望给大家一种“这就是发生

在身边的故事”的感觉，可以看到在

科幻之中隐含的仍是对现实、亲情

的回望。

对于这一设定，尚琳琳表示：

“最近几年都在呼唤现实主义的作

品，此次的“熊出没”就是一次现实

主义的回归。让熊大熊二回到梦开

始的地方，那个他们经历过冒险带

来成长的地方，来守护久违的亲情，

这也是现实主义的温情回望。”

主题曲，隐藏十年的秘密

主题曲《星闪闪月弯弯》MV中

出现的一颗“镶嵌”着星星与月亮的

琥珀石，隐藏着《熊出没》深耕了十

年的秘密。

导演林永长透露：“琥珀石里的

星星和月亮，其实就是熊大熊二胸

口的毛发纹路。而熊妈妈的故事是

团队埋了十年的一颗种子，直到今

天才生长成为一棵参天大树，希望

不论多大年纪的观众，都能在看电

影的时候收获到如同被妈妈拥抱一

般的温暖。”

从 2014 年第一部挺进春节档

起，至2022年春节的《熊出没之重返

地球》，该系列总票房已经达到42.47
亿人民币。在2022年上映的动画电

影中，票房榜首被《熊出没之重返地

球》以 9.77亿元夺得，可见熊出没 IP
的吸金能力之强。据相关媒体预测，

本次的《熊出没·伴我“熊芯”》票房约

为6.5亿-8亿，这样的预测数据在今

年的春节档中也是不俗的成绩。

经过十余年的孵化，“熊出没”

已成为国内大银幕上最成功的系列

国产动画影片。尚琳琳透露，去年

《熊出没·重返地球》的单纯成人观

众已达到 27%，说明越来越多的成

年人前去观看“熊出没”系列电影。

这说明熊出没系列的受众群体正在

拓宽，对于成人观众也有较强的吸

引力。正因亲情是《熊出没》一贯的

主题，无论儿童还是成人，都会被这

普世的情感所打动。相信本次《熊

出没·伴我“熊芯”》仍会为观众带来

新的欢乐与感动，为无数家庭带来

美好时光。

本报讯 电影《熊出没·伴我

“熊芯”》1月 15日在京举办全国

首映礼，许多“熊粉”和亲子家庭

化着熊妆来看《熊出没》。出品人

尚琳琳、导演林永长、后期制作总

监张秉君与熊大熊二光头强现

身，与首批观众分享电影的幕后

故事。尚琳琳表示，“《熊出没·伴

我“熊芯”》是一部用科幻想象呼

吁现实陪伴、双向奔赴的温情之

作。映后交流环节中，母子间的

双向表白令人动容，这部充满着

“欢乐、温暖与感动”的精彩影片

收获了全场观众的一致好评。

电影《熊出没·伴我“熊芯”》

是《熊出没》系列电影的第九部

大电影，也是熊大熊二的妈妈在

时隔 8 年后首次正式出现在《熊

出没》电影中。谈及创作初衷，

出品人尚琳琳透露，8年来，不断

有观众问熊妈去哪儿了？“我们

决定让熊大、熊二回到梦开始的

地方，让他们用历经冒险所获得

的成长来守护久违的亲情。希

望在经过三年疫情后的这个春

节，用这样一个双向奔赴的爱的

故事，给每一个家庭带来亲情的

慰藉。”尚琳琳说。

很多熊粉及家长孩子化着熊

妆参加《熊出没》首映礼，一张张

可爱的笑脸让现场欢乐十足。随

着电影开场，这种欢乐的氛围持

续升温，充满趣味的万能机器人、

呆萌呆萌的婴儿小熊、熊妈妈新

手带娃手忙脚乱、熊二黏着熊妈

“洗澡澡，擦脸脸，做妈妈干净的

好宝宝”等大量影片名场面让现

场哄堂大笑，大小观众乐不可

支。当熊妈妈与孩子终于团聚，

在海滩表达出“一家人永远在一

起”时，又让观众不自觉的露出幸

福的微笑，欢乐而又温馨。

首映现场，整个影院都交织

着欢乐与感动，全场爆笑之余又

引得无数次动情落泪，一位 9 岁

的熊粉上一秒还哭花了熊妆，下

一秒就笑出了双下巴。结束还

“振振有词”地“责问”主创：“我今

天是化了熊妆来看电影的，结果

我的熊妆都哭花了。虽然如此，

看完电影特别想跟妈妈说‘妈妈

我爱您，我永远都会守护您’。”

影片不仅感动了小朋友们，

很多成人观众也纷纷表示触动

很深。

影评人谭飞被“熊妈妈与熊

大熊二之间互相守护、双向奔

赴”的母子情感动到眼眶湿润。

“亲子故事分享家”张踩铃则共

鸣满满，直呼：《熊出没·伴我“熊

芯”》真的是太懂妈妈了！熊妈

妈初为人母，带孩子那种笨拙，

一听到孩子叫妈妈一秒钟融化

那种感觉，特别真实！现场还有

一位妈妈激动地说道：“在这部

电影里，我不仅看到了母爱的伟

大，还看到了孩子也非常的伟

大，想跟我的孩子说‘谢谢你选

择我当你的妈妈’！”

电影《熊出没·伴我“熊芯”》

由华强方特、横店影视、中影股

份、万达电影、联瑞影业等共同

出品，2023 年大年初一全国上

映。 （杜思梦）

《熊出没·伴我“熊芯”》首映

观众：“熊出没太懂妈妈了”

《熊出没·伴我“熊芯”》：

照进现实的温情回望
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营销大事记：

▶ 上映前59天：首发预告，定档

2023年春节档。

▶ 上映前33天：释出新预告片，熊

大熊二终于找到妈妈。

▶ 上映前18天：郁可唯献唱主题

曲，MV曝光隐藏十年秘密。

▶ 尚琳琳（出品人）：

“这么多年来，熊出没在陪着大

家成长，其实也是大家在陪伴我们

成长，所以大家所有的建议、发言，

都会成为我们继续努力的、前进的

勇气。我们特别期望这部电影能给

大家带来亲情的慰藉，让大家看完

这部电影后，都可以拥抱一下自己

的妈妈。”

▶ 林永长（导演）：

“每一年都是挑战，我也都希望

能够做得更好。今年我们面对的最

大难题还是在熊妈的塑造上，我们

希望塑造一个能让观众共情的熊

妈。最终向大家阐明，爱是可以跨

越一切、超越一切的。”

▶ 张秉君（熊二配音演员）：

“在这部中熊二的成长更进一步

了。中国人在表达爱意时是非常含蓄

的，但熊二可以非常勇敢地喊出妈妈，

所以我觉得非常感动，此外，片中也还

有很多小细节都做得非常到位。”

◎影片主创声音：

▶饶曙光（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疫情三年，观众对亲情的体察

和认知刻骨铭心，《伴我“熊芯”》中

关于亲情的表达非常契合社会情绪

的变化，包括对现实生活的映射，对

母子亲情的别样演绎等；在制作水

平和理念上均有更多提升，设置也

暗合了元宇宙等高科技，打开了一

个更广阔的时空，满足了现代观众

对视听表达的新需求。”

▶丁亚平（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会长）：

“真实世界信息和虚拟世界技

术用到了故事情节的营造上、人物

形象的塑造上，满足了基于现实又

超越现实的艺术想象。而离奇的设

定对于传统叙述元素的颠覆，让我

们在更具表现力的现实主义中反思

和警惕人工智能等技术超载带来的

伦理社会问题。我们应该立足当下

和未来，观照更深层次的人性和生

命生存的意义。”

▶ 王纯（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电

影理论研究部主任、中国电影家协

会儿童电影专委会秘书长）：

“方特有着相对完整的生态体

系。先做主题乐园，主题乐园需要

IP，所以涉足动画领域。这种从实

体经济到文化产业的路数最接近于

迪士尼的产业方向。”

▶ 陈旭光（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

授、北大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

“像斯皮尔伯格的《头号玩家》

和后面《时空玩家》，都是在讨论人

工智能过于发达而对人类产生的冲

击。它要回答的难题是，人工智能

有了情感后，人类承不承认它。而

《伴我‘熊芯’》巧妙地、理想化地解

决了这一问题。在叠加地、快速闪

回的镜头中，我们明白了在看护熊

孩子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人类母亲

的感情。”

◎专家评论：

▶ 观众：“特别感动，作为一个机

器人妈妈，都能那么有血有肉的

去爱自己的孩子，更何况我们自

己。我就想说，以后不管怎么样，

都得好好爱自己的孩子。”

▶ 观众：“感谢影片的创作者，我

本身是一名建筑师，今天看了影

片，我觉得大家在这个整个创作

过程中付出了很多很多的辛苦和

努力。每一个细节都是经过很深

入的讨论，做得很精致，包括动画

的画面、人物的情感和整体线索

的塑造。制作一个影片很不容

易，跟我们创作一个建筑一样。”

▶ 观众：“我觉得这个影片做得挺

好的，尤其是那个手臂伸过来的

时候，那个3D效果很好。”

◎观众点评：

■文/梅 紫

关键词：亲情守护、长线IP、合家欢动画

大年初一上映的《熊出没·伴我“熊芯”》是“熊出没”第9部大电影。今年，影片

将焦点放在了母爱主题，备受期待的熊妈妈也在8年后再次登上大银幕。

电影中，“熊强”组合卷入了“铁甲怪”抢劫团的绑架事件，意外发现有个和妈妈

长得很像的白熊。因当年被妈妈抛弃而无法释怀的熊大，冒险途中认出白熊就是

妈妈。随着反派浮出水面，熊大得知了当年的真相，最终敞开心扉相信妈妈，也向

观众传达了“爱可以超越一切”这一理念。

自2014年首次在大银幕亮相以来，熊强组合已陪伴万千“熊粉”们度过了8年

的新春岁月，即将迎来第9年，逐渐成为春节必备“年货”。

影片由华强方特、横店影视、中影股份、万达电影、联瑞影业等联合出品；尚琳

琳担任出品人，林永长、邵和麒执导，徐芸、崔铁志、刘圳杰编剧，张秉君、谭笑、张

伟、贾晨露、王天昊等配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