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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传统艺术元素

在动画角色形象中的运用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动画人

便意识到“对其他国家的动画作品亦步

亦趋的模仿是不利于中国动画电影发展

的。”模仿或许可以让中国动画得到技

术上的提高，但在艺术成就上，它只能

导致中国动画逐步消减[1]。

那个时期，中国的动画开始注意对

于本土传统艺术的挖掘。在取材上，从

神话故事到古代传说，中国传统故事的

主人公在动画片中唱着主角。上海电影

制片厂的木偶片《神笔》，剪纸片《猪八

戒吃西瓜》、《济公斗蟋蟀》，动画片《大

闹天宫》、《东郭先生》等等，主人公都

是人们熟悉的、喜闻乐见的人物形象。

在表现手法上，夸张多变的脸谱、浓淡

相宜的水墨、精细优美的剪纸、立体生

动的木偶，层出不穷。这段辉煌的中国

动画历史是值得后人记住并从中学习

的。

对于动画形象的设计，中国的优秀

基于传统艺术元素的动画形象及其衍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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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艺术给我们的馈赠是无比丰富的。

首先，就题材与形象而言，中国五

千年的传统艺术瑰宝为我们留下了数不

清的、个性鲜明丰满的人物形象。美丽

动人的娥皇、女英、劈山救母的沉香、为

爱痴狂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与那些肤

浅的没有根基的超人、怪兽相比，他们

更饱含着打动人的情感，经过恰当的挖

掘、深化与艺术处理，都可以成为动画

片中成功的题材与形象。

其次，在动画形象的艺术形式的表

达上，中国的传统艺术有着无法比拟的

优势。中国艺术门类繁多，艺术感浓郁，

年画、剪纸、皮影、布艺、刺绣、脸谱、

木偶、水墨画⋯⋯都非常适合动画形象

的表达。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56年出

品的《骄傲的将军》在造型上就采取了

中国传统的京剧脸谱画，动作也选用了

京戏的风格，将军的整体形象夸张但却

真实，中国味十足。而1979年获丹麦欧

登塞国际童话电影节金质奖的水墨动画

《牧笛》，在人物造型上模仿了水墨写意

的画风，淡雅隽秀，虚实掩映，直到今

天还备受国际关注。这些表达形式都是

我国传统艺术所特有的，也是我们的动

画作品能够占领世界一席之地的最重要

的支持。

最后，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喻意与象

征，含蓄且意味深长，这一点在动画形

象设计上也是值得借鉴的。梅兰竹菊象

征着高傲、幽静、气节和淡泊，松树仙

鹤寓意着长寿安康⋯⋯类似的这种含而

不破的隐喻在挖掘动画片主题含义的时

候往往具有画龙点睛的效果，能够提高

动画片的艺术品位，也符合国内观众传

统的含蓄内敛的审美情趣。例如在《渔

童》中，小渔童从莲花中诞生，代表着

纯洁、善良与智慧，观众对此会有一种

与生俱来的亲近感；而在《小鲤鱼跳龙

门》中，高高的龙门水库就寓意着跨越

困难后的成功，约定俗成的共识又使观

众产生熟知与认同感。

二、 动画角色的形象

设计与其衍生产品的关系

所谓衍生产品，即以动画的角色形象为核心概念开发出来的一系列产品。由此可见，成功的动画形

象是提高衍生产品竞争力的关键。而一个优秀的动画形象能够开发出大量的衍生产品，囊括服装、饮食、

玩具、生活用品、收藏品、电子网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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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作为一种产业存在，其产业链

大体上可以概括为：1.融资；2.制作；

3.播出；4.衍生产品的开发。而作为一

个高投入高风险的行业，其经济收益主

要是靠位于产业链末端的衍生产品得以

实现的。

所谓衍生产品，即以动画的角色形

象为核心概念开发出来的一系列产品[2]。

由此可见，成功的动画形象是提高衍生

产品竞争力的关键。而一个优秀的动画

形象能够开发出大量的衍生产品，囊括

服装、饮食、玩具、生活用品、收藏品、

电子网络等。

一方面，这些动画衍生产品给产权

所有者带来了可观的收益。据相关资料

显示，印有动画形象的书包要比没有图

案的同款书包在价格上高出近两倍；而

同样体积的普通玩具和动画形象玩具在

价格上至少相差20元左右。迪斯尼经典

动画片《狮子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例子，影片投资了4500万美元，全球票

房为7.83亿美元，而衍生产品，在全球

范围内的收入却高达20亿美元[3]，其回

报率近4400%。

另一方面，以动画形象为主体的动

画衍生产品一旦受到人们的青睐，得到

传播与推广，反过来也可以起到宣传该

动画形象的作用，扩大该形象的社会影

响力，提高其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使

之更受欢迎，弥久长存。

三、 国内外优秀动画

形象及其衍生产品举例分析

（一）现阶段国内动画形象的设计

状况分析

说起美国、日本或者韩国的动画，

我们的脑海中立刻便会浮现出圆头圆耳

朵却又非常绅士的米奇，肥肥的脸、小

小眼睛憨态可掬的维尼熊，线条简单、

质朴又长相夸张搞笑的蜡笔小新，温婉

清秀但却生性善良、坚强的日本女孩千

寻等等。这些灵动的动画形象在深深地

吸引我们眼球的同时也占据了我们国内

80%以上的动画衍生产品市场。

国内，近年来在政府的重视与支持

下，国产动画的数量有了大幅度的提

高。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在众多的动画

形象中，我们却很难找到可以称之为经

典的形象，也鲜见像米老鼠那样深入人

心、能够长久留存的“动画明星”。究其

原因，我们不难发现，近几年的国产动

画形象“西化”现象较为严重。

以2006年国家投资了1.3亿元制作

的国产动画影片《魔比斯环》为例，虽

然该片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国产动画之

最，但过于西化的人物造型、缺少民族

文化元素根基使这部巨资动画成为了

“空洞”的代名词，最终以相当惨淡的票

房草草收场，更别提开拓衍生产品市场

了。《魔比斯环》讲述了一个少年去巨人

星球营救父亲的故事。主人公叫做杰

克，14岁，有着高高的鼻梁和深深的眼

窝，金发碧目，身体健壮，是个不折不

扣的西方小伙子（见图1）[4]，这样的形

象一出现，便引起了众多观众的不适与

反感。与之相比，在内容上日本的动画

影片《千与千寻》则讲述了一个与《魔

比斯环》类似的故事：一个十岁的少女

来到了一个神灵的世界，克服了重重困

难寻救了自己的亲人。这部动画影片在

2002年赢得了全世界的喝彩，并拿下了

第52 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主人公千

寻，是一个现代日本普通邻家女孩的形

象，淡褐色的头发，圆鼓鼓的脸蛋，穿

着日本的传统服饰，瘦小纤细，沉静清

新，性格上却又逐渐地坚强勇敢，有着

东方民族含蓄、内敛却又坚忍不拔的意

志，而生（见图2）[5]，让世界无数观众

为之动容。

由此可见，一味迎合西方口味，丧

失民族传统艺术根基的动画是无法立足

于世界之林的；根植于传统艺术，坚守

图1 《魔比斯环》中主角形象
图2 《千与千寻》中主角形象
图3 《功夫熊猫》中阿波

形象与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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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所特有的文化、艺术、意境，反而能够获得满

堂喝彩。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外优秀动画形象中的

运用

当我们充满彷徨与困惑，试图对西方成熟的动

画模式进行模仿时，西方的动画产业却将其最重要

的精神源泉瞄准了中国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传统文

化；当中国传统艺术逐渐淡出我们视线的时候，它

却在别处凸显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和难以估量的价

值。

2008 年最新上映的美国派拉蒙和梦工场出品

的《功夫熊猫》可以说让中国观众的内心五味杂

陈。这个本该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内容与形象，在美

国人的手下却变得如此活灵活现、引人入胜。《功

夫熊猫》的主角是中国的国宝——一只叫作阿波的

熊猫，它肥而高大，圆头圆脑，憨态可掬，却又有

着一脸滑稽与狡黠，穿着一条松松垮垮的大裤衩

（如图3[6]）。作为一个面馆里不成功的小伙计，阿

波的生活与工作乱七八糟，但内心却始终追求着理

想和冒险，经过了不懈的奋斗与努力，终于超越了

它平凡的生命，找到了它梦想的人生。而片中另一

组角色——“五侠客”：鹤、猴、虎、螳螂、蛇，更

具有中国传统艺术的特点（如图4[7]）。在造型上，

鹤的轻盈优雅、猴的敏捷灵活、虎的刚猛稳健、螳

螂的刚毅机智、蛇的迅速流动与爆发力[8]，我们不

难发现均来自于中国的传统绘画造型，并且，在着

色上也一改美式的明亮艳丽，多用墨色，素雅清

淡，虚实相映，完全充满着中国水墨画的美感。此

外，在动画的场景设计上，无论是面馆、庙会还是

翡翠宫都透出了中国浓厚的水墨意境，白墙黑瓦，

墨竹摇曳，浮云烟影，韵味无限。而影片中阿波的

师傅乌龟大师的一番颇有禅意的话更令人深思：世

间本无意外，一切皆由自然，信则有，不信则无，

万事由心而发[9]。这种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

精髓将影片的思想境界推向了更深的层次。由此看

来，与其说《功夫熊猫》是一部纯粹美国动画片，

倒不如说是一部由美国人制作、借中国传统艺术和

精神境界来反映美式生活主张的励志故事。对于传

统艺术高超的运用和民族精神不懈的追求，使这部

图5《花木兰》中主角形象

图4《功夫熊猫》中“五侠客”

形象与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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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动画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变成必然。

除此以外，迪斯尼的《花木兰》，日本动画片《龙

猫》、《幽灵公主》等，在不同层次上都带有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影子，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最珍贵

的东西在别人那里散发着光芒，而却未得到我们的

重视和利用，让人感到遗憾和痛心。

四、 传统艺术元素的创新与发展

传统艺术的运用是需要立足于符合时代性与创

新性的基础之上的。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

观念的改变，大部分的传统艺术对于今天都会出现

与时代脱轨、封闭落后保守、缺乏新意等问题，在

运用时需要进行辨别、改进与发展，使之成为符合

现代人审美情趣的，满足目标受众需求的，具有商

业价值的艺术产品。

《花木兰》是迪斯尼第一部以中国文化为背景

的动画片，它取材于家喻户晓的中国古代诗歌《木

兰辞》。众所周知，在《木兰辞》中主人公花木兰的

原型是一个在封建制度下，忍辱负重以实现忠孝两

全的中国传统妇女，而这显然与当今女性所接受的

平等、独立、自由、寻求自我价值的理念是有出入

的。于是，迪斯尼在塑造花木兰形象的时候，刻意

将木兰表现成了一个活泼独立的少女（如图5）[10]。她

有着中国古典女性上挑的眼角，浅褐色的瞳仁，乌

黑的头发和弯弯的眉毛，在造型的表达方式上也采

用了传统中国画工笔、水墨等等，然而，人物坚定

的表情和始终保持微笑的嘴角给人带来的却不是中

国传统女性的温婉含蓄内敛，而是明显的美国式的

独立、自信与叛逆。动画片中花木兰的这种活泼独

立，强调自我意识，充满了现代感的性格一下子便

拉近了观众与人物形象的距离，很快便被接受。木

兰的形象也在中国市场抢了风头，占了商机，品种

繁多的衍生产品赚了个盆钵满盈。

因此，我们是需要在传统艺术上去寻找新的、

符合时代意义的东西的，一味地恪守陈规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会是一种倒退。适当地、合理地对传统艺

术进行调整与发展，更好地迎合观众、满足市场、实

现其商业性，是一项无法回避且非常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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