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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版“王子复仇记”连莎本的降维
版都谈不上

自《白雪公主》之后，迪士尼手握“公
主”这张王牌，到 1990 年代初，创造出包
括睡美人、爱丽丝（漫游奇境）、灰姑娘、小
美人鱼、茉莉（《阿拉丁》）在内的“公主战
队”，其中，王牌中的王牌是《美女与野
兽》，在1992年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

在公主们独当一面的大环境里，迪士
尼重拾起另一条家门传统——动物角色
和成长主题，成功的前例有 《小鹿斑比》

《小飞象》和《丛林故事》。讨论《狮子王》
的成功，不能离开这个语境，辛巴和它之
前之后的公主们拉开了审美差距，在公主
得救的套路环绕中，高度拟人的小狮子以

“少年成长”的历险带给观众差异化的观
影体验，这份“突围感”是《狮子王》成为一
个时代经典的前提。

同时，《狮子王》的成功和它的争议性
是分不开的。迪士尼官方标榜《狮子王》
的灵感来自《哈姆雷特》，文学系的老师都
笑了，这个狮子版“王子复仇记”根本谈不
上是莎本的降维版，它连原作的皮毛都没
摸到。辛巴的精神源头是小象丹波和小
鹿斑比，弱小的（雄性）个体在冒险中认识
自我、战胜自我，这和《哈姆雷特》南辕北
辙。

《狮子王》在视听美学层面的成功，又
捆绑着一段黑历史。1994年，在互联网尚
且不发达且动漫资源分享有限的环境里，
手冢治虫的代表作《森林大帝》少为人知，
因为当时距离这部动画剧集的首播已经
过了近30年。但是纸包不住火，“版权斗
士迪士尼也有抄袭嫌疑”，这层遮羞布终
于被硬核动漫粉揭开：《狮子王》不仅挪用
了《森林大帝》的一部分情节，更是有样学
样地借鉴了手冢治虫原作的角色造型、构
图和分镜。风口浪尖的迪士尼，遮遮掩掩
地承认己方“致敬了手冢大师”，同时欲盖
弥彰地买断了《森林大帝》的改编版权。

从动画到真人，不存在“逐个镜头翻
拍”这条捷径

真狮版《狮子王》的开场震撼，掌握着
大资本的迪士尼用最高规格的视效技术
再现了非洲稀树草原，场面宏阔，细节生
动。“荣耀国的百兽庆贺辛巴诞生”，同样
的场面，实景的力度是动画远远不能抗衡

的。电影这种无中
生有的游戏，虽然
处理虚构的时间和
情节，但它的力量永远在于创造或再造一
个有坚实物理质地的、实在的世界。

但是，动物角色一说人话，《狮子王》
就破功了。影像虚构的实在感和动物开
口，这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视听规格
越是升级动画的视觉世界，结果越尴尬：
这是用真材实料玩过家家。动画片的合
理性在于用低幼的、不现实的画风维持过
家家的幻术，从动画到实景，真狮版既破
坏了动画的合理属性，又和真人电影的美
学方向背道而驰。

真狮版的创作团队面对《狮子王》是
很谦卑的，有适度的扩容，但基本是亦步
亦趋地按分镜翻拍了动画。这是最糟糕
的地方——动物的特效逼真，场景复刻忠
实，实际效果一言难尽。真狮版的导演也
是真人版《丛林故事》的导演，《丛林故事》
和《狮子王》都是高度拟人的动画，但前者
的主角是人类小男孩，真人电影的视角在
男孩和全知视角之间切换，古典好莱坞的
剪辑原理没有被破坏。真狮版技术更上
层楼，论动物世界的逼真感，超越《丛林故
事》，但“栩栩如生”的动物和拟人化动画
动物的眼神是不同的，影片赖以支撑的那
套视角切换和视线对接的剪辑原则就不
管用了，这也就是很多观众觉得“动画版
表情丰富且顺眼”的原因。

动画和真人电影的媒介属性有别，把
动画经典真人化，创作路径里不存在“复
制+粘贴”的捷径。动画远离真实世界的

“低幼”画风，恰恰让它能更自由地想象和
呈现精神的世界。1941年的《小飞象》之
所以经典，不仅在于小象丹波的形象和故
事本身，当年大胆的画师们借小象的想
象，展开了一场充满迷幻感的视听实验，
那是利用动画自身的属性实现的“特
权”。然而当《小飞象》面临真人化的转
换，即便是蒂姆·伯顿这样的鬼才导演都
力不从心。

迪士尼制作自家 IP 真人版，大多毁
多于誉，《阿拉丁》是难得的例外。不按常
理出牌的导演盖·里奇对《阿拉丁》做了
啥？他一点不背“致敬”的包袱，几乎是另
起炉灶地用他擅长的手法拍了一部新

片。动画经典真的不可超越么？未必，观
众和行业都在期待新的打开方式，而非看
真人/动物演员们演个不伦不类的课本剧
——只是不知道拿老本圈新钱的迪士尼，
有多少创作的胆气。

相关链接
它让迪士尼陷入“抄袭门”，不得不买

断改编版权
《森林大帝》，日本漫画大师手冢治虫

的代表作。漫画讲述在“黑色大陆”非洲，
“森林之王”白狮潘加为救出被人类抓走
的妻子死在枪口下，不久后它的儿子小白
狮雷欧诞生。被人类抚养长大的雷欧继
承父亲英勇的性格，经历种种磨难之后回
到故乡，成为森林大帝。漫画描绘了几代
狮王的更替，展现自然界的奇观，以及人
类与动物和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日本，狮子雷欧是老少皆知的动漫
形象，1965年，根据漫画原作改编的52集
电视动画《森林大帝》是日本第一部彩色
动画剧集，动画生动展现了非洲大陆瑰丽
的风光，“对生命的崇敬与热爱”的主题使
该剧成为动漫圈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作品。

《狮子王》的情节是对《森林大帝》的
简化节选。《森林大帝》的故事无关动物族
群内部的权力纷争，漫画开篇呈现的就是
人类对自然的掠夺。雷欧的父亲潘加是
森林生命的守护者，它无法拯救妻子于人
类的铁笼，在滂沱大雨中死在偷猎者的枪
下。雷欧的母亲在海上生下雷欧，不久就
在狂风暴雨中随船沉亡，孤零零的小狮子
漂于海上，九死一生。雷欧的成长，也不
是“从逃避自我到承担责任”这样的美式
鸡汤，它在苦涩的挣扎求生中成为一个善
良的抵抗者，反抗弱肉强食的达尔文规
则。

《森林大帝》在手冢治虫的作品中，和
《铁臂阿童木》《怪医黑杰克》《小飞龙》《多
罗罗》等齐名。手冢治虫在起步阶段借鉴
了“古典好莱坞”时期的电影分镜特色，丰
富了动漫的表达手段和表现力。他以强
悍、高产的创作能力，带动日本动漫的产
业化发展并成为“国民文化”，被后辈尊为

“漫画之神”。
本报综合消息

在学习作画22个月后，“夏语冰”就参加了中央美
术学院的研究生毕业展。日前，“她”又在中央美术学
院美术馆举办了个人画展，展出近百幅画作。

你可能会好奇，在央美学习22个月就可以毕业了
吗？只用两年的时间竟能拿出近百幅画作做个展？

的确，这些对于人类艺术家来说，几乎是难以完成
的工作。但对于化名“夏语冰”的人工智能“小冰”来说，
已经将这些“不可能”变成了现实。

从化名“夏语冰”到用“七重人格”作画
在今年5月举行的央美2019届研究生毕业作品展

上，人工智能“小冰”化名“夏语冰”，展出了她的画作。
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邱志杰当时告诉

记者，这些混入毕业展的AI作品并没有引起观者的质
疑，相反其作品让人很难看出这是一幅AI画作。

仅仅两个月后，小冰在“她”的个展上一次呈现了
七种风格的画作。策展人甚至给这些不同风格的作品
赋予了不同的人格。

它们之中，有带有明显俄罗斯特点的风景画，也有
具备17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风格的作品，既有与法国
野兽派艺术家马蒂斯趣味相近的画作，也有日本浮世
绘风格的作品。

邱志杰说，相关团队目前能发现“小冰”的作品至
少有十几种风格之多。而此次展出的只是其中“最精
彩的六个身份”再加上“小冰”自己的作品。

他觉得，学习某种风格，对“小冰”来说并非难事。
“‘她’的学习能力之强、胃口之好都已超过人类”。

事实上，AI对绘画风格的掌握已超出人类。“绝没
有一个人同时能画浮世绘、伦勃朗、梵高的风格。”邱志
杰认为，小冰的状态“已经是一个艺术圈了”，而没有一
个个人可能和一个艺术圈相比。

“就像拿柯杰、李世石来跟AlphaGo下棋，根本就
不公平的。AlphaGo等于是有五、六个九段高手在想最
好的下法，综合两种策略来跟柯洁、李世石下，这是不
可能赢的。”他说。

科技=艺术？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当科技如此深刻地介入艺术

领域，科技与艺术似乎已不存在明显的分界线。
邱志杰更是直接表示，二者的工作方式完全一

样。“真正的艺术家工作起来就是一个实验者，就是做
实验，一个一个课题去克服，一个一个问题去解决。”

他觉得，艺术家要解决材料的问题、形式的问题、
空间的问题，就要去展开实验。“这个实验有时候不对，
一定是艺术家再回来新改实验条件。这个工作方法和
科学恰好是一模一样。”

他说：“最近这一两年我们推科技艺术这个概念，
也开了好多艺术与科技的各种会议，永远会引用福楼
拜那句话：科学与艺术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相遇。
但我觉得它们就没分手过。”

在邱志杰看来，这种科技与艺术的界限或许只是
人们看待角度的不同导致的。

“今天我们看着是艺术品的东西，比如说越王勾践
剑，是青铜器，上面有锈蚀的锈迹，还有文字。其实那
个是当时的国防尖端技术，那个也是科学，只是现在被
当作是艺术了。”

“人类教小冰画画像猫教老虎”
虽然AI所创作的画作已经能办个展，而且还是有

七重身份的个展，但目前艺术界对此并未完全接受。
这些AI画作是“小冰”在向过往236位西方著名人

类画家学习后，再通过给定的文本或其他创作源激发，
独立完成的作品。

这种创作方式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与AI写诗的逻辑
相似——都是先对人类的作品进行学习，再以此为基
础进行创作。在一般人看来，这似乎很难称得上是“创
作”。有展览现场的观者就多次向记者询问，“这能算
是创作吗”。

邱志杰知道，即使在艺术界内部，对人工智能作画
也有不同看法。不过他认为，“小冰”的数据比人大，脑
子转得比人快，还不休息、生病。“所以‘她’可以想出很
多点子，甚至也会自动做市场调查……”

在他看来，今天AI的处境其实和几百年前摄影术
刚产生时的情形一样。当时画家的工作被照相机所取
代，但同时绘画也被重新定义了。本报综合消息

由刘亦菲、巩俐、李连杰、甄子丹、郑
佩佩等人出演的迪士尼真人版《花木兰》
放出了首部预告片。在预告片中，出现的
福建土楼、花木兰的妆容成了网友们讨论
的焦点。由于花木兰的形象最早是出现
于南北朝时期的乐府诗之中，但无论是她
居住的房屋、屋内摆设以及她的妆容都不
符合史实，甚至有网友吐槽：“这难道是一
部穿越剧？”

A 演员妆容不符合历史事实
记者采访了一名专门从事中国古代

妆容仿制以及妆品复原的人士，她指出木
兰的妆容实际上是模仿唐代妇女的妆容，
而郑佩佩饰演的“女德教师”的妆容更是

“惨不忍睹”：“由于《花木兰》是个影视作
品，要考虑符合现代人的一些审美观念。
不过，把脸涂得这么白肯定是不对的。中

国古代妆容的白度与日本艺伎妆容的白
度有很大差异：从中国古代妆品的角度来
看，使用纯粉剂（类似散粉）的色薄；使用
水溶粉锭（类似粉饼）的色重。即使是水
溶粉锭也不会达到完全掩盖自身肤色的
效果。”

除了“底妆”之外，唇妆和胭脂也不符
合南北朝的时代：“可以看到木兰和老师
的唇妆都是满色的，中国古代唇妆不画满
色，虽然不像唐、清这种唇妆边缘线明显，
但是中间色重两边色薄，不应该存在一致
满色的状态，从审美的角度来说樱桃小口
是中国古代的主流。另外，郑佩佩的胭脂
涂得实在是太丑了，而且丑到不知道应该
说点什么。中国古代妆容里的胭脂大多
打在眼眶向颧骨过渡，延伸至面颊，这叫
面若桃花；而郑佩佩的胭脂让我想起了埃

及艳后。”
B 客家土楼南北朝时还没有

在预告片的开头，一座圆形的客家土
楼让人一秒钟出戏。有网友感叹：“同行
十二年，不知木兰是福建人。”

实际上，福建土楼产生于唐宋元时
期,现存最古老的土楼是永定县湖雷乡下
寨村的“馥馨楼”，它建于唐大历四年(公
元769年)。而木兰所处的北魏时期，则是
公元 384 到 534 年，比土楼出现的最早时
期都早了几百年。不过当时的土楼为方
形，而电影中出现的圆形土楼多为明代之
后的建筑。

另外，电影里出现“椅子”也让人有时
空错乱的感觉，只因中国古代大部分是席
地而坐，一直到唐代才有“胡床”传入，才
发展成后来的“椅子”。本报综合消息

圈了票房，失了人心
迪士尼的“复制+粘贴”套路

真狮版《狮子王》预告片发布时，迪士尼粉丝嗨
成一片，正片公映后，口碑两极分化，贬多于褒。前
后的落差耐人寻味。影片导演在拍摄期说：“我们既
要满足观众的期望，也要让他们吃惊。”真狮版确实惊到
了观众，用视觉特效完成的画面创造了以假乱真的奇
观。但这份震惊随着影片展开而逐级递减，以至于难以
匹配许多观众的期望值。25年后的这部《狮子王》，成了
迪士尼战略和战术双重失策的尴尬结果——时过境迁，
动画片《狮子王》得享盛名的“天时地利”条件不复存在，
“动画”和“真实”之间，也不存在“翻拍”的捷径。

人类画家败给“夏语冰”？
学画22个月就能开画展

真人版《花木兰》难道是部穿越剧刚预告就被吐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