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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当前热映的国产动画电影《魔童降

世之哪吒》（以下简称《哪吒》）引发了社

会各方面的热切关注，为引导专业文艺

评论对社会文化热点现象及时发声，近

日，北京市文联组织举办“2019 北京文

艺评论热点现象研究系列活动之五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动画电影的发

展现状与趋势”专题研讨会。此次会议

由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和北京电影家

协会共同承办。与会专家以电影《哪

吒》为切入点，理性分析全球化背景下

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现状，展望中国动

画电影的发展趋势，并对进一步推动北

京动画电影的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和建议。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成员、中国

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中国电影评论

学会会长饶曙光，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

电视艺术研究所所长、北京电影家协会

理事丁亚平，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理

事、《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主任高小立，

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中国动画研究院

院长、北京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孙立军，

中影集团演员剧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

臧金生，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院长李

剑平，中央电视台动画制片人、导演陈

向农，原电影局艺术处调研员孙丽艳，

北京隆马弘生动画制作有限公司制片

人、导演杨登云，著名制片人、法国巴黎

中国电影节常务顾问刘嫈，北京电影学

院动画博士、新锐导演沈永亮，北京盛

世顺景动画公司董事长、制片人、导演

张春景参加会议。北京市文联党组成

员、副主席杜德久出席会议并讲话。北

京电影家协会秘书长贾伟介绍了参会

嘉宾情况，研讨会由市文联研究部主

任、北京评协秘书长赖洪波主持。

对传统文化题材的创新性转化

是动画电影取得成功的有效路径

大家一致认为，从《大圣归来》、《大

鱼海棠》、《白蛇缘起》到《哪吒》，近年来

中国动画电影不论从中国传统神话题

材的创新发展，人物形象塑造还是制作

水准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良好成绩。

《哪吒》的成功为动画电影的发展带来

了与会专家以分析这部影片为切入点，

肯定了中国动画电影一线创作者的不

懈坚守，理性剖析了中国动画电影行业

取得的成绩和遇到的问题，对全球化视

野中国动画电影的新挑战新要求进行

了回应。

饶曙光认为，《哪吒》最成功的是从

传统神话题材中寻找灵感，吸取养分，

并通过“现代化发展和创新性转化”，使

之贴近现代生活，符合当下社会主流价

值观，因此受到观众欢迎。中国传统文

化，包含着很多可供动画电影创作的题

材，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只要影片的切

入点有独特之处，表达方式上能与观众

形成互动、与现代价值观相匹配，就会

有市场。丁亚平对此表示认同，他通过

对中国动画学派历史变迁的回顾，展现

出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舞台的历程。他

指出，这部《哪吒》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

蓝本进行的全新艺术创作，是中国动画

的新经典和成功样板，它的成功是中国

动画人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和创新的

结果。“从近几年国产动画创作来看，中

国动画行业水平有了大幅提升，国产动

画依靠中国独有的文化积淀，从神话故

事中起源，对当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工

作压力、内心活动、情感诉求、价值观念

等多个层面有了深度融合，这些都能在

《哪吒》里找到。这就是传统文化的现

代化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高小立

强调。

孙立军从动画电影教育者的角度

谈到，传统文化需要时尚化。动画电影

作品要在传统文化的基因里做到创新

表达，做到符合受众的接受心理、符合

现代审美。同时，如何培育更多的年轻

观众、培育更健康的产业生态，也是中

国动画需要进行深入思考的问题。

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

讲好了中国故事

孙立军表示，从中国动画史上看，

中国动画学派走出了一条富有民族文

化特征的发展道路。中国市场很大，动

画产业环境也在逐渐完善。只要我们

坚定信心，这条道路就一定会再现辉

煌。未来，动画电影还需要在电视、互

联网、衍生产品上发力，不能只靠院线

票房的收入。比如《哪吒》等动画电影，

口碑和票房很好，但是相关衍生产品还

没有。这与日本美国差异非常大，如果

能坚持原创，走民族化道路，加大对动

画人才的扶持，一定会有更多的好作品

问世。李剑平强调，《哪吒》为我们带来

了强烈的文化自信。他表示，以《大圣

归来》、《哪吒》为代表的动画电影，满足

了观众的心理期待，赢得了市场，这是

中国观众增强了文化自信的表现。当

观众看腻了一味模仿国外的影片，一旦

出现了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电影，观众

就会“报复性”消费，为好的电影买单。

作为一位长期耕耘在动画电影一

线的从业者，张春景非常清楚当下中国

动画市场需要什么。他坦言好的作品

一定是对本民族的文化特质进行了深

入挖掘，能很好体现本民族精神意志。

《哪吒》的成功是所有坚持民族动画创

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未来，中国动画

电影要走向世界，赢得世界尊重，创作

者们需要努力找到本国文化的根源，创

造出更多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影片，携手

把中国好故事说给世界听。

北京要进一步加大

对动画电影创作人才的培养和扶持

动画电影不同于其他影视制作，它

具有制作周期长、技术要求高、参与制

作人数多的特点。据了解，《哪吒》一

片，从创作到制作长达五六年，合作了

近 70 家的制作团队，近 2000 名工作人

员参与制作完成。这就要求动画人才

不仅有情怀有信心，还要有一颗面对资

金短缺、环境艰苦无所畏惧的赤子之

心。孙立军表示，要创作出好作品，关

键在人，发现人才，抓住人才，留下人

才，给他们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有效

的资源平台，强有力的政策扶持，才会

不断涌现精品力作。作为一线的水墨

动画创作者，杨登云已为一部时长20分

钟左右的水墨动画默默耕耘了十年。

她认为，动画创作者仅有对动画的情怀

和热情还不够，还要具备中国传统文化

的扎实知识，才可能推动水墨动画的发

展。动画电影对创作人才的要求很

高。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北京是全国文

化中心，文化资源丰富，要进一步利用

各种资源优势，加强对动画人才的扶持

和培养，推动北京动画电影走向世界动

画舞台的中央。

北京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杜德

久对各位专家给予北京文艺评论工作

的大力支持表示了诚挚的感谢。他指

出，会后市文联将整理各位专家的意

见和建议，重点抓好会议成果的落实，

进一步推动北京动画电影的发展繁

荣。此次研讨会是北京市文联“2019
北京文艺评论热点现象研究”系列研讨

活动第五场，下一步市文联还将陆续举

办涉及文学、戏剧、美术、书法、音乐等

艺术门类的系列研讨活动，推动文艺评

论对重点文艺作品、文艺思潮、文艺现

象积极发声。

（北京市文联研究部供稿）

北京市文联组织召开专题研讨会

聚焦全球化背景下
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2012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

怀下，在电影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电

影界以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为契

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贯彻落实

“全国影视创作座谈会”精神，在面临复

杂多变的形势和各种挑战的情况下，抓

住机遇，开拓创新，使中国电影整体保持

健康、稳定、科学发展的良好态势，取得

了优异成绩。

2012年我国城市影院建设继续保持

了高速发展态势，全年新增银幕 3832
块，平均每天全国新增银幕10.5块，且全

部为数字影厅。截至 2012年底，全国银

幕数从 2002 年的 1845 块增加到现有的

13118 块，其中 2K 数字银幕超过 1.2 万

块，主流院线影院基本全面实现数字化

放映，进一步夯实了产业规模基础。

2013年，进入黄金机遇期的中国电

影，期待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体

制机制创新，完善电影管理体制，建立健

全现代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多层次多方面

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同时不断提高开

放水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

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尽快

推动我国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的历史

性转变。

在电影市场化改革 20周年、电影产

业化改革1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2013年

的中国电影继续高歌猛进，各项主要指

标再创新高：城市影院观影人次冲上 6
亿，同比上年增长 1.5亿；新增银幕 5000
多块，平均每天新增 14 块，全国银幕总

数 已 达 18000 多 块 ；年 度 票 房 突 破

200亿。

2014 年 10 月 15 日，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京

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

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

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

向未来，并在讲话中赞扬了中国电影在

进一步扩大开放中不仅没有被击垮，而

且增强了竞争实力。讲话充分体现了党

中央对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希

望，对全国文艺工作者以及广大电影人

来说，是一个鼓舞人心、凝聚士气的重要

纲领性文件，为驶入发展快车道、迎来繁

荣发展关键期的中国电影进一步指明了

方向。

这一年中，影院建设继续保持快速

增长，全年新增影院 1015 家，新增银幕

5397 块，日均增长 15 块银幕，全国银幕

总数已达2.36 万块。全年城市影院观众

达8.3亿人次，同比增长34.52%。

2015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也

是世界电影诞生 120 周年、中国电影诞

生 110 周年。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发

表，《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

艺的意见》随即出台。另外，《电影产业

促进法（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

会审议，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这一年城市院线观影人次 12.6 亿，

比 2014 年增长 51.08%，全国新增银幕

8035块，银幕总数达到31627块，平均每

天增长 22 块。全国共有县级影院 3241
家，县级影院银幕12777块。

习近平总书记 2016年 11月 30日在

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

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

要讲话，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

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坚持服务人

民，用积极的文艺歌颂人民；勇于创新创

造，用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坚

守艺术理想，用高尚的文艺引领社会

风尚。

2016 年，全国新增影院 1612 家、新

增银幕 9552 块，平均每天新增 26 块银

幕，与上年日均新增 22块银幕相比再次

提速。至此，全国银幕已超过4万块，达

41179块，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全年

观影人次 13.72 亿左右，比上年的 12.6
亿，增幅8.89%。

2017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提

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

荣兴盛，其中对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作出专门

部署，为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进一步指

明了方向。这一年中，全国新增银幕

9597 块，总银幕数突破 5 万大关，达

50776块。城市院线观影人次为16.2亿，

比上年13.72亿增长18.08%。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电影

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也是中宣部统一管理电影工作的

开局之年。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电影城市

院线观影人次为17.16亿，比上年16.2亿

增长5.93%，全国新增银幕9303块，银幕

总数已达到 60079块。我国作为世界第

二大电影市场的地位更加巩固。截止到

2019 年 6 月 30 日，全国共有银幕 64944
块。其中 3D 银幕 58159 块，约占 90%。

巨幕共计 946块，包括中国巨幕 338块。

全国县级城市影院共有 5423家，县级影

院银幕 23589 块，分别约占比 46% 、

36%。观影人次为 1.2 亿，去年同期为

1.05亿，同比增长14.13%。

与此同时，2012-2019年间，我国城

市影院票房仍保持着高速增长。2012
年，全年城市影院票房达 171亿，比上年

增加 40 亿；2013 年，我国全年电影票房

首次突破 200 亿，达 218 亿，增幅超过

27%，其中国产影片票房近 128亿元，占

比约 60%，实现了上年对进口影片份额

的逆转。全年新上映的票房过亿影片62
部，其中国产影片33部。

到了2014年，故事影片产量618部，

全年电影票房已接近300亿（296亿），同

比增长 36.15%，其中国产片票房 161.55
亿元，占总票房 54.51%。全年票房过亿

元影片共计66部，其中国产影片36部。

2015年，全年电影票房再次出现爆

发式增长，全年总票房达 441亿多元，比

2014 年增长 48.7%；国产片票房 271.36
亿元，占总票房的 61.58%；国产片票房

比 2014 年增加 109.81 亿元，增长 68%。

在经过 2016年一年的短暂调整后（年票

房457亿，国产电影票房266.63 亿元，占

票房总额的 58.33% ），在 2017 年，这一

数字首次突破 500亿大关，达 558亿，同

比增长 13.45%。其中国产电影票房为

301.04 亿元，占票房总额的 53.84%。全

年票房过亿元影片 92部，其中国产电影

51部。就在去年，中国电影票房已达到

609.76 亿 元 的 新 高 ，同 比 上 年 增 长

9.06%。国产电影票房为378.97亿元，占

票房总额的 62.15%。全年票房过亿元

影片82部，其中国产电影44部。到今年

上半年，全年总票房为 311.7亿元，国产

影片票房为157.54亿元。全年票房过亿

影片 42部，其中国产影片 17部，进口影

片25部。

总票房提高的同时，在这段时间内，

中国电影市场的单片票房纪录也不断被

刷新。2012 年，喜剧片《人再囧途之泰

囧》票房超 12亿，成为首部票房过 10亿

的国产电影。在此后的 2013-2014 年

中，《西游·降魔篇》、《心花路放》票房均

突破 10 亿。其中，2014 年上的《变形金

刚 4》在国内市场获得了约 19 亿票房。

到了 2015 年，暑期档上映的魔幻电影

《捉妖记》不仅让国产影片的工业化水准

更上一层楼，而且也让单片票房进入 20

亿时代（《捉妖记》票房24.4亿）。尽管如

此，《捉妖记》的票房纪录至今仅保持了

半年多，2016年春节档，周星驰导演的奇

幻喜剧《美人鱼》总票房超 33 亿。2017
年暑期档，吴京自导自演《战狼2》更是将

单片票房纪录刷新为 56亿，这个纪录也

保持至今。在2017年-2019年中，《红海

行动》（36.5 亿）、《唐人街探案 2》（33.97
亿）、《流浪地球》（46.5亿）、《哪吒之魔童

降世》（突破 40 亿，仍在热映中）、《复仇

者联盟4》（42.4亿）等影片票房均超过了

30亿。

◎新时代中国电影市场繁荣发展
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稳步迈进

本报讯 电影《龙牌之谜》已于 8
月16日正式公映，自上映以来，无论

是成龙、施瓦辛格首度对战，还是中

西奇幻故事碰撞交融，都令观众对

电影热议不断。近日，一段电影的

幕后制作特辑曝光，揭秘了传奇冒

险之旅从无到有的过程。

中西合璧包罗万象

冒险之旅非同一般

电影《龙牌之谜》讲述了一段跨

越中、俄、英三国的奇幻冒险故事。

在特辑中，饰演白魔法师的成龙大

哥向观众安利：“这部电影展示了西

方和东方的碰撞。”他的对手施瓦辛

格一改电影中和白魔法师唱反调的

作风，也说道：“这是一部发生在世

界各地的电影。”可见，《龙牌之谜》

将东方文化和西方故事巧妙地融合

起来，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带给观

众更加多元的观影体验。

片中，3D技术的运用则是对观

影效果的一次整体提升。成龙此前

曾透露：“《龙牌之谜》是真 3D，是用

3D 摄像机进行拍摄的，操作很复

杂。”当前的电影市场，多数 3D电影

其实是以常规手法拍摄完成之后再

进行后期转制。为了在电影院中给

观众身临其境之感，《龙牌之谜》选

择了现场进行 3D拍摄的模式，虽然

增加了拍摄难度，但能够呈现出更

加立体的 3D 效果。希望观众能够

走进影院，体验真3D带来的震撼。

打斗精彩视效炫酷

《龙牌之谜》等你来看

从西方传说中的小精灵和难以

名状的怪物，到东方的真龙，都是

CG 技术让这些想象中的生物得以

在大银幕上和观众见面。3D 与 CG
技术的完美结合，为观众打造了一

个全新的奇幻世界。而对于动作

戏，特辑也给出了三个关键词——

近身搏斗、兵器交战、魔武对决。无

论是成龙与施瓦辛格的巅峰对决，

还是魔法与武术的终极一战，都精

彩绝伦，值得一看。相信观众会如

同成龙在特辑中所说：“你们肯定会

喜欢这部电影。”

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耀

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财纳国

际影视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费季索夫美梦有限公司、CTB 电影

有限公司、马林斯娱乐集团股份公

司、俄罗斯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出品，

韬蕴（北京）影视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钜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

圳市美联国际教育有限公司、东方

佳视影视文化（北京）有限公司、北

京百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

品，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天

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

发行的电影《龙牌之谜》已于 8月 16
日全国公映。该片由奥列格·斯特

普琴科执导，全球顶级动作巨星成

龙、阿诺德·施瓦辛格特别出演，实

力派演员杰森·弗莱明、姚星彤、安

娜·秋丽娜、尤里·科洛科尔尼科夫、

李彧、李萌萌、Luu Brothers 倾情加

盟，更有“开心麻花”马丽特约出

演。欢迎观众走进影院，开启奇幻

之旅、共赴巅峰对决。（木夕 田心）

《龙牌之谜》幕后特辑曝光
不惧挑战奉献诚意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