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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有挑战，但好在中国
的动漫电影正在逐步走向正
轨，而更令人激动的是，从几

年前的《大圣归来》到如今的《哪
吒》，乃至《哪吒》末尾为“龙王”
和“姜子牙”打下的铺垫，似乎足
以让人相信，中国“神话宇宙”的
轮廓已经逐渐清晰。

记者调查发现，一大批瞄准
“神话宇宙”的国产动画正
蓄势待发。其中，彩条屋
将继续推出《姜子牙》与

《凤凰》两部作品，并计划
与十月文化联合制作《深
海》、《西游记之大圣闹天
宫》。在2018年立项的131

部动画电影榜单中，还有《钟馗-
灵珠传》、《中华创世诸神纪之女
娲补天录》、《降世神农》、《二郎
神战纪》、《新愚公移山》、《夸父
的后裔》、《精卫填海》、《盘古开
天》等19部由神话改编的动画电
影。

美国有漫威宇宙，中国上下
五千年的文化又何尝不能孕育
属于自己的神话宇宙？美国有
钢铁侠和美队，中国有反抗命运
的哪吒，有傲娇的人气英雄孙悟
空，有盘古开天辟地，有沉香劈
山救母，仙魔鬼怪纵横交错，《山
海经》、《封神榜》不胜枚举，而这
些还仅仅只是中国神话的沧海

一粟。
值得注意的是，与改编现代

故事IP需要得到授权不同，由于
一般著作权保护期为作者去世
后50年，因此现阶段不少中国神
话故事都已成为公版IP，可以直
接进行改编，且不需要支付任何
版权费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吸
引着制作公司纷纷加码布局。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庞大的
中国神话提供了天然IP的同时，
却也给出了更大的挑战，毕竟白
娘子水漫金山、唐僧西天取经的
故事人们已经看了太久，如何改
编也成了考验制作团队们的一
大要点。 本报综合消息

从"大圣归来"到"魔童哪吒"

作为彩条屋“神话三部曲”的头炮，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上映12天便拿下
了26亿元的票房，与此同时，第二炮《姜子牙》的预告也引发业内外热议不断。近年来，随
着技术的不断迭代、资本的密集涌入，国产动画电影在摆脱“低幼化”的同时，也在不断深
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IP，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白蛇：缘起》，到如今的《哪吒之魔
童降世》，在它们的背后，是国漫神话宇宙的悄然崛起。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按照电视
剧排播惯例，进入八九月份电视荧屏将由
献礼剧主导，以确保编排播出剧目与宣传
期整体氛围相协调。日前，传媒内参—广
电头条援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公开
今年8月份排播政策要求，建议各台8月起
选购播出 86 部推荐剧目，并明确指出“不
得播出娱乐性较强的古装剧、偶像剧”。

在此明确指令下，7月份开播的一众热
剧在近日开启了加更、提速排播的安排。
优酷网剧《长安十二时辰》本周一加更 5
集，8 月 12 日更新大结局；腾讯视频于 7 月
29 日宣布《陈情令》将提前收官，超级会员
可在 8 月 7 日通过超前点播的方式提前收
看大结局；爱奇艺的《宸汐缘》则将在本月
中旬迎来大结局，而网台同播的《九州缥缈
录》也开启“快进”模式，浙江卫视将周播剧
场临时加更至周一至周四四天联播，8 月
31日会员也将迎来大结局。

在古装剧、仙侠剧等加速播完后，由卫

视领衔、网站同步跟播或独播等电视荧屏
排播，目前也已经明显体现出“主题月”的
题材喜好。湖南卫视和浙江、东方卫视分
别选择了《加油，你是最棒的》和《小欢喜》
这类青春题材，北京卫视播完目前的《时间
都知道》后选择了二轮剧《少年派》来接档，
同样也是高考题材。

和往年“主题月”均由历史、民国、年代
等题材“承包”不同，今年从 8 月开始的电
视剧排播，显示出题材更加多样、兼顾可看
程度与内容深度的趋势。爱奇艺 8 月 6 日
起开播的《烈火军校》，以民国军校题材为
切入点，同时兼有白鹿、许凯等人气年轻演
员；江苏卫视 8 月 20 日接档的都市情感励
志剧《山月不知心底事》，由宋茜、欧豪主
演，根据青春文学作家辛夷坞同名小说改
编，同样针对的是年轻观众。浙江、东方卫
视在播完《小欢喜》后，接档剧则是由赵又
廷、白敬亭、乔欣、魏大勋主演的都市职场
剧《平凡的荣耀》，讲述万年不升职的投资

公司经理吴恪之和初入职场的新晋菜鸟在
金融投资领域的职场故事。

此外，军事类、年代类等传统题材将在
八九月份上档。北京卫视目前暂定高满堂
编剧、刘江导演的《老酒馆》接档《少年派》，
江苏卫视则预计将于 9 月 15 日播出贾乃
亮、张赫主演的特战兵题材电视剧《空降利
刃》，而湖南卫视的接档剧《壮志高飞》，则
是由陈乔恩、郑恺主演的航空题材。

网站方面，目前确定开播的剧作也同
样强调明星阵容和题材优势。优酷 8 月 6
日开播的年代悬疑剧《玲珑局》，由余文乐、
邵美琪、曾江等主演，讲述民国时期一段由
寻宝、夺宝而引出的两代人的爱恨纠葛及
忠心为国护宝的传奇故事。而在网站待播
表上等待了很久的《租界少年热血记录》

《热血传奇》《风暴舞》《绝代双骄》等，能否
在相对宽松的排播政策下如期提档，依然
还是未知数。 本报综合消息

国漫神话宇宙悄然崛起国漫神话宇宙悄然崛起

《哪吒之魔童降
世》的横空出世，彻底

点燃了今夏暑期档，猫眼预测总
票房也从27.55亿元一路上调到
34.1亿元、34.84亿元、41.78亿元
以及如今的44.38亿元，假若这一
预测能够实现，《哪吒之魔童降
世》甚至能超越《复仇者联盟 4》
42.4亿元的票房成绩。

“过去，一说起国产动画就只
有喜羊羊、光头强，近些年来国产
动画的最大突破，就是摆脱了低
幼化。”影评人刘畅进一步强调，

“后来包括《大鱼海棠》、《白蛇：缘
起》这类高质量成人向动画电影
的出现，无疑与技术的迭代与行
业大佬携资本入局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
2015年光线传媒以成立彩条

屋为契机正式宣布进军动漫产
业，此后通过彩条屋共投资了十
余家动漫领域的公司。同在2015
年成立的上海绘界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其日本分公司在当年11月
便 与 日 本 动 画 制 作 公 司
GENOSTUDIO 达成合作，并在
国内推出《狐妖小红娘》、《一人之
下》、《从前有座剑灵山》等人气作
品。

统计数据显示，2013-2016
年，暑期档动画电影票房连续突
破 4.4 亿元、8.4 亿元、14 亿元和
20.5亿元。2015年《西游记之大
圣归来》更是创造了9.56亿元的

暑期档国产动画票房纪录。虽然
此后出现过下滑，但在今年暑期，
国产动画电影市场明显回温，据
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
发稿前，暑期档动画电影票房已
达到27.1亿元，并将持续攀升。

“国产动画电影市场要想保
持稳定的发展状态，需要的不只
是一部‘票房黑马’，而是无数的
口碑作品。”3D动画师孙然表示，

“就像迪士尼和皮克斯本身就能
吸引观众一样，好的动画公司制
作出的作品应该让观众即使不了
解影片，也能产生强烈的观影欲
望，这种欲望来源于观众对出品
公司及制作团队本身的认可。”

技术、资本赋能

尽管此次《哪吒之魔童降世》
上映后从票房破亿到破10亿元再
到破20亿元甚至直逼30亿元仅用

了十多天，看似较为轻松，但动画电
影市场若要实现真正崛起，并不是

一件轻松的事。
影视传媒行业分析师曾

荣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国内的动画电影技术已逐步

接近世界水平，但技术并
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何

找到并培育出更多创新与专业人才
是当务之急。

而这一观点也引起部分从业者
的共鸣。彩条屋总裁易巧在谈及彩
条屋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时，提
到当下编剧缺乏的现状，并称“在剧
作上，动画片的编剧依然非常缺乏，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故事创
作中来。此外，国内的制作依然分
散，产能稀缺，尤其是二维动画”。

值得注意的是，专业人才是市

场能否持续推出高水准作品的关键
要素。影评人刘贺表示，技术固然
重要，但这只是一部动画电影作品
的外壳，内容才是真正的灵魂，赋予
一部作品更大的生命力。现阶段市
场各方均在推动国产动画电影摆脱
低幼化的标签、打破年龄圈层、拓展
更大的市场，而这都需要通过专业
人才制作出一部部高质量作品，从
而逐步改变市场观念。

人才壁垒待破局

神话宇宙雏形初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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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
举行首映仪式，主演道恩·强森、杰森·
斯坦森以及导演大卫·雷奇、编剧克里
斯·摩根、制片人海拉姆·加西亚亮
相。《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将于8月
23日正式在国内上映，截至目前，影片
已在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夺得首周末
票房冠军。

首映现场，两位主演表示，作为
“速激”宇宙的拓展之作，《速度与激
情：特别行动》的动作场面将会全面升
级。强森称，虽然自己与杰森的动作
背景截然不同，但搭配起来非常好看；
杰森则坦言为了带给观众最真实的感
受，影片中许多拳拳到肉的打斗均是
实拍。而谈及影片最重要的元素“车”
时，二人直言“影片用最酷的车打造了
最具张力、最震撼人心的场面。”

导演大卫·雷奇表示，完成这样一
部大制作的影片充满挑战，但在全员
努力下还是打造出了让人“头脑爆炸”
的场景；编剧克里斯·摩根则自信地表
示：“影片是粉丝想看的电影，既好笑
又有相当火爆的画面。”

虽然影片中，霍布斯与肖是对抗
系列最强反派“黑超人”的最佳拍档，
但在首映现场，二人却是“毫无”兄弟
之谊，“斗嘴互怼”不断。

对于为何制作一部以霍布斯与肖
为主角的电影，强森笑称：“虽然我们
互相‘讨厌’，但霍布斯和肖的化学反
应太强烈了，我们喜欢这个创意。”

二人还爆料幕后故事——强森
称，自己拍摄时最有成就感的事就是
把一向严肃的杰森逗笑，这成为了他

“邪恶的快感”；杰森也毫不示弱，吐槽
“大胃王”强森“一天24小时都在饿，每
次都会拿走我的早餐。”本报综合消息

《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首映

“双森”上演“硬碰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