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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雪霏

以幽默诙谐的形式
探讨生活最深刻的含义

在2020年即将落幕之际，迪士尼
与皮克斯动画工厂带领观众踏上了一
次探索生命意义的治愈之旅。究竟什
么才是生活的意义？是追寻梦想还是
活在当下？电影《心灵奇旅》试图用一
种幽默诙谐的方式，带领人们找寻问
题的答案，而在经历过不平凡的2020
年后，人们似乎对这个问题也有了新
的答案。

纽约中学音乐老师乔伊·高纳生活
平淡无奇，每日的工作就是教孩子们弹
钢琴，热爱爵士乐却不被赏识，人到中
年依旧单身，需要开裁缝店的老母亲为
他打理生活日常，日常出行靠出租车和
地铁，在纽约这样的大都会里，没有人
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人的存在。

但乔伊始终怀揣着属于自己的音
乐梦想，希望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爵
士乐钢琴演奏家。终于，他获得了梦
寐以求的机会——在纽约最好的爵士
俱乐部演奏，就在人生即将出现转机
的时候，他却因为一个意外来到了“生
之来处”，在这里遇到了最独特的灵魂

“二十二”——一个因为找不到生活乐
趣而拒绝投胎的“钉子户”灵魂。

一个是想尽办法想要回到现实世
界重新开启生活的乔伊，一个是对现实
世界充满排斥不愿体验人类生活的二
十二，两个有着截然不同想法的灵魂却
阴错阳差一起回到了地球，然而这一次
二十二成了乔伊，乔伊成了一只猫。在
乔伊的指引下，二十二第一次体会到了
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乔伊也因为二十
二才明白了什么才是生活的火花，“火
花并非指生活的意义，而是那些让你想
要活下去的生活瞬间。”

作为皮克斯的第23部动画长片，
《心灵奇旅》延续了《寻梦环游记》的原
班人马，导演彼特·道格特更是履历不
凡：凭《头脑特工队》夺得奥斯卡最佳
动画长片，凭《飞屋环游记》摘得第38
届安妮奖，同时还是《机器人总动员》
《玩具总动员》的编剧。

上映后，电影口碑一路走高，“烂
番茄”新鲜度 93%，Metacritic媒体评
分 85，豆瓣评分9.0，成为2020年口碑
最好的院线电影。豆瓣一条评论说：

“如果让我选一部电影跨年，我会推荐
《心灵奇旅》，它不但让我想要珍惜那
些生命中的小美好，更是让我想要感
谢那些生命中照亮过我的人和事。”

影片最初的灵感其实来源于导
演彼特·道格特对儿子的观察。一个
问题让他困扰，孩子的性格是从哪来
的呢？似乎在孩子刚出生时，就已经
明显表现出对某一事物的喜好与厌
恶，这让导演开始思考，是否在孩子
出生以前，就在某个地方得到了他的
各种个性呢？

“人的性格是在出生前决定的

吗？人的生前世界会是什么样的？”这样
的疑问就像一颗种子在彼特·道格特心
中发了芽，激发皮克斯团队围绕这个点
子，展开《心灵奇旅》的故事。

围绕着最初的“灵感”，团队进行了
数千次的决策，而这有赖于皮克斯文化
传统中的团队合作观念。工作室创始人
总裁埃德·卡特姆认为，每个“灵感”在故
事中会如何呈现，都是上百人成千上万
次决策敲定的结果，皮克斯电影中每句
对白、每束灯光、每块阴影甚至每处音效
之所以能够存在，都是因为他们是影片
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

通过彼特·道格特此前提议
研发的“道格特金点子故事板”，
创作成员们可以将自己的创意
模拟成一段影片，让其他人直接
观看画面来作出评价，这大大推
进了团队合作的效率。在一次
次的研讨会上，人们发现问题并
设法解决。

在《心灵奇旅》幕后花絮中，
皮克斯动画工厂的工作环境着实
令人羡慕，这里就像是一个现实
版的童话王国，就连餐厅中的食
物都与动画有关，可以想象在这
里工作的人会有多么快乐。皮克
斯还有一个传统，每个刚加入皮
克斯的员工都会参加“皮克斯大
学”课程，并在课程中学到“换个
角度看事物”的核心观念，同时，
皮克斯又鼓励每个一线员工能最
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创意，获得
归属感与自豪感，这些都让《心灵
奇旅》的品质得以保证。

在《心灵奇旅》中，想象力、艺
术与技术得到了完美的融合。就
这样，一颗懵懂的种子，终于长成
了茁壮的大树。

动画电影的魅力
在于如何把故事讲好

人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
又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是个永
恒的话题，影视作品中也时常会
出现，人们一直在生活中寻找着
答案，也因为生活而改变着对这
个问题的看法。

《心灵奇旅》中，已过不惑之
年的音乐家乔伊前半生怀才不
遇，因缘际会下终于与知名的爵

士音乐家合作，在颇负盛名的爵士酒吧，
进行了一场非凡绝伦的演奏。在好莱坞
励志电影通常的套路中，电影将在主角
实现成功达到人生顶点时定格，他的成
功之夜将是影片的高光时刻。皮克斯却
没有遵从。电影仍在继续，并照亮了音
乐家迷茫的脸：一直以来，弹奏爵士乐都
是我的梦想，这也是我“活着的目标”。
但为什么现在我实现了这个愿望，却没
有那么快乐？

五年前，导演彼特·道格特凭《头脑
特工队》摘得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五
年后，他却反问自己：“创作动画电影是

我的‘命中注定’。但有些时候，我也会
心生犹豫，在我有限的人生里，这就是我
的全部追求了吗？”

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创始人总裁埃
德·卡特姆也曾面临同样的困惑：“自皮
克斯成立以来，我几乎一直都在总裁的
职位上，我热爱皮克斯，也热爱皮克斯的
每一条理念。尽管如此，我不得不承认，
那个目标曾是我职业生涯的全部，而目
标实现了，我所谓的职业生涯也到了尽
头，人生就这样了吗？”

这样的困惑其实普遍存在于更广泛
的观众心中，“乔伊·高纳就是我们所有

人，”联合导演坎普·鲍尔斯在接
受采访时说，“我认为任何人都能
理解这种对自己是否实现了人生
使命的疑问，我应该在什么时候
放弃我追求了这么久的事业呢?”

事实上，“感受看似平凡的生
活日常”这一观点并不新鲜，在影
视作品中更是常见，但皮克斯的
动画电影之所以能够如此吸引
人，它真正的魅力一部分来源于
过人的讲故事技巧。“世界上最有
权势的人是讲故事的人。讲故事
的人为未来的整整一代人树立视
野、价值观和时间表。”乔布斯曾
在多次与皮克斯接触后说下这番
话。而导演彼特·道格特也认为，
一个优秀的故事要求创作者借助
故事表达自我，并在情感上也能
感染观众：“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
了想办法带给观众感动与娱乐。”

从1995年《玩具总动员》开
启电脑动画新纪元开始，皮克斯
不仅收获包括16座奥斯卡奖和
9座金球奖在内的众多权威奖
项，更在33年间以令人惊叹的
想象力打造了22部经典动画电
影，从《怪兽电力公司》的门后宇
宙到《寻梦环游记》万寿菊花海，
从《机器人总动员》的无垠太空
到《头脑特工队》的大脑总部，为
全年龄段观众创造一个个前所
未见的独特世界。

在《心灵奇旅》中，顶级造梦
者们继续迸发天马行空的想象
力，打造幻想的“生之来处”，聚焦
个体在降临人间之前的经历。在
这里，所有的新生心灵都要通过

“心灵学院”，领略壮观的“万物殿
堂”，才能获得独一无二的个性、

兴趣和热情，从而前往地球经历人生。
与此同时，主创团队更以顶级技术

水准支撑这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创意——
整个“生之来处”都充满特殊的柔软质
感，一改动画片传统的鲜艳色调，采用淡
雅柔和、简约抽象的风格与构图，愈加突
出“生之来处”唯美缥缈的幻想气氛。

当人们在银幕上第一次见到“生之
来处”时，很少有不为之惊叹的。导演道
格特在《飞屋环游记》《头脑特工队》中展
现出的想象力没有让人失望，“生之来处
的世界是简约的，充满大胆的、美丽的形
状，现实中前所未见的抽象建筑。用更
少的东西去表达想法是需要勇气的，但
如果做得好能够达到举重若轻的效果。”
执行制片人丹·斯坎隆评价道。

而《心灵奇旅》能在中国观众群体
中引起如此大的共鸣，或许还在于当代
观众对“追逐成功、寻找意义”叙事模式
的厌倦与逆反。影评人王昕认为，《心
灵奇旅》聚焦于经验、感知与活着，观众
得以从“追逐成功、寻找意义”的乏味模
式中解放出来。

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开始认清现
实，所谓的成功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都
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活在当下，过好每
一天则变成人们新的生活目标。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更是让很多人明白
了这个道理，生命的脆弱与渺小，让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或
许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美好，才是生
活真正的意义。

国产动画电影正在发力
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近年国漫逐渐崛起，已经在慢慢摆
脱过去几十年过早商业化、低龄化、低质
化的不足，打造了诸如《秦时明月》《画江
湖》等比较知名的品牌，动画品质正逐年
上升，让不少国漫迷看到了希望。不过
这些国产动画优秀之作频频出现的背
后，是IP积累不足、角色塑造欠缺、故事
相对浅薄等缺点，其根本原因还是欠缺
一个“宇宙”型故事。

在塑造“故事宇宙”方面，美国的漫
威电影宇宙所打造的复仇者联盟等超级
英雄，已经突破了单一角色限制而形成
一个人物繁多、故事复杂、背景浩瀚的超
级“宇宙”，从动漫领域到电影行业，如此
成功的破圈为动画电影产业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先例。

光线彩条屋影业公司作为国内领先
的动漫电影制作公司，自然也深知这个
道理，因此在推出了《哪吒之魔童降世》
并大获成功后，在2020年又推出了“封
神宇宙”系列的第二篇《姜子牙》。无论
是画风还是特效，《姜子牙》都在国产动
画电影中首屈一指，甚至不逊色于迪士
尼。电影中精致的人物造型、光怪陆离
的特效、宏伟壮观的风景都可以看出制
作组的用心良苦，《哪吒》的成功让他们
看到了国产动画的希望，也看到了一个

“封神宇宙”的崛起，所以不遗余力地去
打造这个IP。

但与《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反响不
同，《姜子牙》自2020年10月1日上映
后，观众对其评价并不理想，豆瓣评分更
是一路跌至6.8分。也许是《哪吒》太过
成功，制作团队想要乘胜追击制作下一
部鸿篇巨制，留给打磨剧本的时间不多，
又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特效上面，当作
品问世后，多数观众认为内容太过枯燥。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张充认为，《姜子
牙》之所以不被观众买账，首要原因还是
在于故事没有讲好，“中国观众对影片的
要求是重故事轻形式的，只有讲好故事
才能打动人心，《姜子牙》恰恰就是没有
做好这一点，整体故事晦涩难懂，隐喻太
多，很难引起观众共鸣。”

在张充看来，中国的动画电影产业
起步较晚，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
先我们不能闭门造车，在动漫方面，欧、
美、日、韩等国家已经非常成熟了，国内
的动漫从业人士要走出国门，去跟这些
先进的国家学习；其次，我们要积极展开
与美日等国家的合作，合拍的过程也是
一种学习的过程。掌握了核心技术后，
再加入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内核，这
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是可以影响世界
的。当然，中国的动画产业发展还要依
赖于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观众的鼓励。”

其实在国产动画彻底市场化之前，
中国也曾创作出许多在国际上也具有一
定影响力的作品。诸如《山水情》《天书
奇谭》《魔方大厦》《眉间尺》等众多优秀
国产动画，有明显的中国风格，面向对象
也不局限于儿童、青少年，与后来仿佛儿
童快餐般的作品形成了鲜明对比。过度
市场化，让很多人对动画抱有“低龄产
品”的观念，以至于“动画就是给小孩子
看的”这种看法始终不绝于耳。显然，在
世界范围内，动画绝不应限制于此。

近年来，《大圣归来》《大鱼海棠》
《哪吒之魔童降世》等国产优秀动画电
影的问世，也让观众重新燃起了对国
产动画电影的兴趣，但缺乏完整工业
化的动漫产业以及专业动漫从业人员
的匮乏，也是中国动画精品稀少的重
要原因。虽然《姜子牙》没能延续《哪
吒之魔童降世》的热潮，但至少让我们
看到了中国动画电影正在一步步前
进，而《姜子牙》正是这段路上的一小
步，只要我们对国产动画抱有足够的
耐心，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精品
动画电影出现。

追踪热点 新的一年来临之际，走进电影院，似
乎是人们让自己在并不轻松的生活中能

有一丝喘息机会的最佳放松方式。2021年起始，一系列
热门电影上映，影片方更是在上映前期做足宣传，希望可
以借此时机收获不俗成绩。然而豆瓣等专业电影分析平
台显示，评分最高的电影类型居然是排片量较少的动画电
影，《心灵奇旅》更是以豆瓣评分8.9分稳居榜首。究竟动
画电影有何魅力，让我们一探究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