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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听说《流浪地球2》即将上映，心

里是有些悬着的，一是前作声名太过昭

彰，新作出奇不易，超越更难；二是影视作

品往往续集难工，如果刻意为之，便有学

步之嫌甚至学步之险。好在主创们的功

底够硬核，于是新作足称可观。

满眼瓦砾，无尽灰暗，一片压抑中，镜

头开始说话。太阳危机即将来袭，地球危

在旦夕，人类计划在地球上建造100座巨

型发动机，用100代人的时间将地球推离

太阳系，可谓“日月换新天”。

然而，这样一个行动为何取名“移山

计划”？由于各国的利益和观念不同，使

这一计划在孕育中就充满着猜忌和博弈，

执行上也引发了一些国家的激烈冲突。

李雪健饰演的联合政府中方发言人周喆

直台词不多，却画龙点睛：“危机应对计

划，成为了危机本身”，“人类把最精密的

保密系统，都用在了彼此毁灭上。”全片在

眺望遥远未来的科幻外壳下，处处映射着

真实的人间。

在这个不得已的选择面前，我们能做

的不过是用勇气对抗宿命，用信任破解无

序。为了验证移山计划的可行性，为了无

数的陌生人，老马、图恒宇化身为托举生

命的方舟；为了在月球引爆核武，航天员

张鹏和几位黄头发、蓝眼睛永远留在了冰

冷的月宫。这是义无反顾的壮怀，也是人

间悲喜。可是，为什么要让主角们一个一

个地离开我们？为什么要让观众的心一

次一次地被狠狠揪起？

为有牺牲多壮志。他们的牺牲是为

了人类的存续，死得其所，重于泰山。观

众的心在痛彻之余，其实也在悄然升温。

正因为“牺牲多壮志”，才有了“日月换新

天”。

探究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现实主

义观照，让故事有了“一览众山小”的顶

层格局，而贯穿全片的中国视角，彰显了

胸怀天下的古今哲理。由此延宕出不同

国家面对共同灾难时的场景，传递出人

类共同的命运现实和家园意识。然而，

“世界并不站在现实这边，团结是需要付

出代价的。”看到这里，观众会心地发现

了“移山计划”名字里的秘密——人心

齐，泰山移。

还记得《流浪地球》中刘培强的那句

点题之语，他笑嘻嘻地对俄罗斯人说：“等

贝加尔湖融化，咱们去钓鱼。”类似台词也

在《流浪地球2》中被强调。彼时地球正千

里冰封、江河永夜，而贝加尔湖融化要等

上2000多年。然而，真的有人相信，当下

的行为会与2000多年后的结果产生关联

吗？中国人的答案是肯定的——多数人

是因为看见，所以相信；而我们是因为相

信，所以看见——相信总有一代人，可以

到达2000多年后的新家园，因此愿意用百

代努力去等待坚冰融化、鱼虾欢跃的那

天。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些困难是绕不过

去的，只能正面进攻，而我们的先哲早已

有言：“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

何苦而不平？”愚公移山——“移山计划”

的另一层意蕴由此显现。

“移山计划”构筑起影片叙事的核心，

创作者将所有的人和事朝向这一艰难任

务有条不紊地组织起来，双头并进式的节

节推进，并在抵达任务的彼岸时亦直抵心

灵——每个人都是彼此的延长线，也是我

们撬动共同命运的支点。

任务型叙事非常考验创作功力，因为

观众往往看了开头，便能猜到终局。它的

悬念不在于一个陡转的让人意想不到的

结果，而在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中间过

程；不在于任务是否得以圆满完成，而在

于如何百折不挠地完成。观看《流浪地球

2》，有一种被强大视觉冲击力推着走的感

觉，让人在类似战场的既视感和近乎令人

窒息的压迫感中，体验着节奏时空里的

“加速”功能。

另一方面，“节外生枝”的减速也是创

作者钟情的叙事技巧。生活流的有机嵌

入就像一扇扇窗口，让观众看到危急关头

漂泊离乱的众生相，进而感悟岁月静好的

宝贵。每当图恒宇的行动受阻时，视频里

就会闪现出天真无邪的年幼女儿，而女孩

已在一次车祸中丧生，科技延续着她的数

字生命。当刘培强面临“让谁陪儿子进入

地下城”的抉择困境时，一家三口的温情

画面总是会不早不晚地出现……眼前的

影，身后的光，愈发凸显出人在时间河流

中的无奈与渺小。

“加速”重在营造冷峻中的节拍，“减

速”重在延展空间里的暖意，冷暖对比，交

错攀爬，前者聚焦观众的注意力持续在

线，后者唤起观众与角色的情感勾连。节

奏拿捏的平衡感，让全片层次有质、风貌

多姿。

影片中，刘培强问人工智能机器人

MOSS：“人类能活下来吗？”MOSS 回答：

“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刘培

强自信地微笑道：“我选择希望。”分量很

重的一句话，被他轻轻说出，更引人深

思。什么是希望？或许我们可以从创作

者对刘培强、图恒宇两个家庭的设置中寻

得答案——两家共有的“孩子”这一元素，

让英雄的付出有了一种近地飞行的美好

品质，英雄“不求一世，为万世谋”的精神

气象，巧妙隐喻着“希望”之所在。

刘慈欣说，好的科幻片拍的像历史

片。科幻片要有站在未来看现在的宏阔

视野。近三个小时的沉浸式观影，应接不

暇的特效场面展现出不容小觑的工业制

作水准，几乎看不到让人出戏的塑料质感

和常识性纰漏。这种物境营造是科幻电

影最硬气的底座，因为一旦穿帮，苦心经

营的“历史未来感”就会瞬间破功。

2019年，《流浪地球》开创了中国硬核

科幻电影市场的先河，可随后几年佳作产

出乏力，使“科幻元年”可能具备的产业价

值逐渐流失。尽管《流浪地球2》的节奏和

篇幅尚存一些有待精进之处，但对中国观

众而言足以自豪，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硬

科幻作品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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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 月 30 日，2023 年中国电影市场票房

达到了100亿元；其中，仅有两部动画电影，上映

10天的《熊出没·伴我“熊芯”》和《深海》的票房

分别为10.28亿元、5.10亿元，二者的猫眼评分是

9.3分和9.1分，这两部影片一改国产动画电影的

神怪题材的单一性，融合了多种动画类型的编

织，增进了叙事的繁复与精美，必将提升国产动

画电影海外拓展的影响力。

一、“寻亲”的动画母题与春节文化的融汇

“寻亲”指的是年幼的动画角色寻找离家在

外的父亲、母亲或者其他长辈。寻找母亲的电视

动画有日本电视的《三千里寻母记》（1976）、《龙子

太郎》（1979）等，动画电影则有中国的《小蝌蚪找

妈妈》（1960）、《宝莲灯》（1999年）、《新神榜：杨戬》

（2022）、日本的《千与千寻》（2001）、韩国的《五岁

庵》（2003）、泰国的《小战象》（2006）、法国的《米芽

米咕人》（2008）、美国的《鬼妈妈》（2009）。寻找父

亲的动画电影有巴西的《男孩和世界》（2013），以

及 2017 年比利时、法国的《我的爸爸是森林之

王》、美国的《寻梦环游记》、《公牛历险记》。寻找

爷爷的较为著名的动画电影有法国动画电影《漫

漫北寻路》（2016）等。可见，“寻亲”是中外动画史

上不断推陈出新的“母题”。

同样，《熊出没·伴我“熊芯”》中，已经长大

成人的熊大、熊二，难以忘怀嗷嗷待哺的日子里

母亲的养育之恩，但是母亲却不辞而别了。在

机器人云集的振兴岛，熊大、熊二、光头强卷入

了南洋操控的“铁甲怪”绑架女科学家苏洛事

件；搭救苏洛的途中，熊二恍惚觉得白熊就是昔

日妈妈的化身。渐渐地，熊大得知了熊妈妈的

程序被东海教授改写并离家出走的真相；最终，

母子三人欢聚、徜徉在狗熊岭。而《深海》中，因

为亲生父母离婚、被判给了父亲抚养的参宿，在

父亲再婚后的家庭中备受冷落，甚至父亲与继

母庆祝同父异母的弟弟上幼儿园，却遗忘了参

宿当天的生日；因此，心情孤寂的参宿深信海精

灵可以帮助她找到妈妈的传说，并在一个浪疾

风高的雨夜，坠入海中的参宿，被海滨卖书的、

小丑扮相的青年南河搭救。

相较以往的“寻亲”动画，融合了科幻元素

的《熊出没·伴我“熊芯”》、与进行了心理分析的

《深海》，沿用了中外动画史上常见的“寻亲”的

母题，但是，契合了中国春节文化的“团聚”的传

统文化氛围，开拓性地进行了翻新与推进，拓展

了国产动画电影多神怪、低幼等题材的态势，提

升了国产动画电影的艺术品质。

二、科幻与心理分析类型的确立

自从《白蛇·缘起》（2018）开始，国产动画电

影就开始了侦探片、武侠片、歌舞片、惊悚片等

多种类型的融合。而《熊出没·伴我“熊芯”》与

《深海》则是确立了国产动画的科幻动画、心理

分析动画的类型。

2022年暑期档的《冲出地球》是国产动画科

幻类型的开篇之作，但是，因为该片叙事存在诸

多缝隙，没有赢得市场的首肯。相较于此，《熊

出没·伴我“熊芯”》有效参引了机器人与人工智

能的元素。苏洛的妈妈设计了一款具有高情商

的熊妈妈，抚养嗷嗷待哺的熊大、熊二。然而，

当熊大、熊二能够自食其力的时候，苏洛的妈妈

要求机器人“熊妈妈”离开狗熊岭时，已经母子

情深的“熊妈妈”机器人难以割舍，拒绝隔离，最

后，被东海教授删除了记忆才不得不默默离

开。即便毛色由棕色变成了白色、程序被刷新

的熊妈妈，被胁迫参与了绑架事件，目的是换回

给根本不存在的白熊孩子以自由。看来，母爱

已经成了机器人“熊妈妈”的深厚情感。直到琥

珀石再现了昔日母子三人的画面，才让熊妈妈

机器人唤醒了记忆。劫持苏洛以强取芯片技术

的东海教授原形毕露后、恼凶成怒，准备炸掉振

兴岛。危急关头，熊的母子三人摧毁了南洋的

机甲。东海教授启动了轮船的自毁程序，炸毁

振兴岛，熊妈妈冒死独自驾驶船远离了海岸。

最后，苏洛重新复制的机器人熊妈妈母子三人

在野熊岭欢聚。影片中，机器人也会在迭代学

习中、日久生情，脱离了机器的被操控性；机器

人程序，成了动画角色心理与动机的肯綮。苏

洛母亲制造了护佑狗熊幼崽的善举，而东海教

授企图通过人工智能制造强权，这凸显了“技术

本无罪，善恶在人心”的哲学命题。

相形之下，《深海》则在心理分析的基础上，

进行了动画图像的演绎。世界著名心理学家、国

际分析心理学协会主席、瑞士维蕾娜·卡斯特的

《童话的心理分析》（1985年）是荣格心理学派童

话心理治疗的经典之作，童话以其象征的表达，

体现了人类千百年来长久积淀的生存经验，同时

也反映出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个人的过去、

痛苦与问题，这些往往是人类生存的共同问题。

该书通过小红帽等六个童话，成功进行了心理治

疗。以此视角反观《深海》，其实，就是女孩参宿在

寻找母亲的过程中，寻找一种父亲以及继母难以

给与的安全感和温暖，其眼中的世界都是怪模怪

样的，包括南河的小丑扮相、鱼顾客的尖酸刻薄、

海象的憨厚，这些微微有些恐惧与怪诞的环境，

就是参宿家庭环境的一种投射；参宿苦苦追寻

的、是她心理上的曾经嘘寒问暖的妈妈，不是已

经离异后、难以给予自己遮风挡雨和慰藉的妈

妈。基于心理分析的架构，《深蓝》在“海眼”处的

洋流都是绚丽的、暖意与奇幻。

三、以童心为底色的复调叙事

春节档的两部动画电影真正赢得了“全年

龄段”观众的认可与口碑，秘诀在于以童心为底

色和主线，吸引了小观众的好奇与激动人心；而

采用了多条副线行进的复调叙事，则是让青少

年和成人观众获得了探秘与深度思考。

《熊出没·伴我“熊芯”》的主线是长大成人的

熊大、熊二对母亲都是有所眷恋，但熊大对妈妈

不辞而别有些恨意难平，而熊二则是一直对母亲

念念不忘、心无芥蒂。所以，熊二一见白熊的时

候，就萌生了亲切感；而熊大则是在与白熊都埋

在了车厢等废墟之后，相隔不远的白熊唱起了童

谣，熊大有所释怀，并不顾安危、撕段了电击白熊

的粗粗的高压线缆。母子三人在海边的聚首很

是欢心，但发现了白熊是机器人，白熊转身离开

后，熊大又有所热情冷却，直到熊大在实验室发

现了琥珀石，摔在地上，却时空再现了昔日的妈

妈也是机器人熊妈妈时，才真正的冰释前嫌。甚

至，企图逃跑的东海教授启动了船自毁装置、即

将炸毁振兴岛。熊妈妈与熊大战胜了东海教授，

驾船远离海岸。并在自毁即将启动的一刹那，熊

妈妈启动了弹射装置，保留了肉身的熊大。这更

是一种为母则刚的母爱。可以说，这种母子离

散、再次欢聚的主线，是15岁以下的孩子们，都百

读不厌的故事。然而，该片让东海教授的阴谋败

露的设计，则是一种“侦探片”；而他为南河设计的

“机甲”又是另一种科幻元素。至于光头强，则是

低幼儿童的熟悉与最爱。

如果说《熊出没·伴我“熊芯”》是多条主线的

平行与穿插错置，形成了复调，那么，《深海》则是

利用参宿的心理分析、演绎了“罗生门”一样的叙

事，该片的内容让不同年龄的观众进行了自行的

排列组合，以便于形成自己的感悟。小朋友喜欢

的是开片不久、小姑娘参宿的孤独以及跳海后在

海淘大饭店的嬉笑与游戏、以及破釜沉舟也要去

“海眼”的奇观之旅。但是，青年和成年观众，通过

此后的南河与参宿一同漂浮在海浪中的对话，会

倒吸一口凉气，原来，海底之旅是南河生前讲给

参宿的故事，尤其是南河见到一艘轮船擦肩而

过、生机渺茫之际，将唯一的黄鸭造型的救生圈

留给了参宿，成人观众会更依此判断，参宿与南

河在布满冬雪的山头进行对话的段落，可能是参

宿的一种走出心理阴霾之后，对于南河的告慰。

至于片尾，层林尽然的深秋，参宿到了南河的坐

落在偏僻山村的故乡，低龄观众也许感受到绘本

一般的绚烂与田园风光，而成人观众则看出参宿

已经变成了心地善良、内心怀有明亮天空的人，

更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

正是“复调”叙事，增加了叙事的含量，以及

不断时空的撞击力度与叙事逻辑的“千机变”的

多维性，从而能够吸引不同年龄段的观众的解

读与共鸣。

结束语

笔者在影院时，《熊出没·伴我“熊芯”》放映

过程中，小观众的疑惑与议论，此起彼伏；而《深

海》的观众则是在影院灯光亮起的时候，依然不

忍离开。所以，这两部影片的故事与艺术探索，

获得了观众的美誉。《熊出没·伴我“熊芯”》中

有森林的童话场景、有VR的时空再现的亦真亦

幻，有微风卷扬起片片桃花的唯美景色。《深海》

则在海底世界的段落，融合了“沙动画”的颗粒

感和色泽艳丽的“油画动画”等技法，从而造成

了不同材质动画的美学集萃。尤其是到了海眼

处，海狮驾驶的鱼形船，已经成了行销骨喰的残

骸。影片没有刻画南河、海狮们的血肉横飞，而

是以残骸依然缓缓向空洞的海眼行进的慢镜

头，周围则是色彩辉煌亮丽的缕缕流沙构成的

洋流，颇有意味。

可以说，今年春节档的两部动画片，以才华

横溢的创新与动画想象，拓展了题材与叙事的

维度，刷新了国产动画电影的品位与层级，构建

了国产动画新的标杆和段位。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

院副教授、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