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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热点

在网络上，UP主在下淘子凭着精准的二次

元装扮和高难度的宅舞，让知名动漫人物走入

三次元，她的COSPLAY视频作品不仅火爆B

站，还走出国门，在日本知名二次元视频网站N

站收获不俗的播放量；在现实中，在下淘子本

名郑滢，她3岁开始练习杂技，是天津市杂技团

的一名专业杂技演员。杂技与COSPLAY都是

郑滢的热爱，她希望二者的碰撞能带来更有

趣、有新意的火花。

在下淘子 让古典杂技碰撞时尚COSPLAY
本报记者 胡春萌

主对话up

借助二次元，让人们看到杂技之美

记者：你的不少COSPLAY作品都是爆款，

尤其是第一条COSPLAY宅舞视频就火到国外

了，可以介绍一下当时的创作过程吗？

在下淘子：我本人是从小一直比较喜欢动
漫和COSPLAY的。2016年之前，杂技团演出
工作非常多，尤其是出国演出很多，所以基本
没有时间去发展业余爱好。到了2016年后，高
强度的出国演出少了。也是在那段时间，短视
频开始崛起，然后好多人都在网上跳二次元宅
舞。我当时就在想，我凭着自己这个杂技技
能，能做点什么呢？我可不可以参与一下呢？
当时反正脑子一热，就买了衣服，找了我的朋
友，一起录了一条宅舞视频。当时我们想，都
是跳宅舞，总要有点特色吧，就结合自己的特
长，把杂技吊环的形式糅进了宅舞里，创作了
高能版宅舞《拉姆&雷姆空中舞》。

这支舞从创编、排练到录制、后期制作，差
不多用了两个月时间，就是在我们单位排练厅
录的。为了排这支舞，我和朋友的腿天天青一
块紫一块的。当时也没有什么拍摄经验，服装
道具都挺粗糙的，而且杂技动作幅度比较大，
视频里假发、衣服各种乱飞，现在看看，其实还
有很多有缺憾的地方。

记者：缺憾也是一种美。当时有想过这条

视频会那么火吗？还火到国外去了。

在下淘子：确实是没想到。当时这条视频
被B站推到首页，所以一下子就火了。后来被
网友转发到日本的N站。熟悉二次元的人大
都知道，宅舞的发源地是日本，咱们国内流行
的很多宅舞，其实一开始是在N站火起来的，
然后传播到国内。我的作品能够反向传播到N
站，这也让我很开心。

记者：你觉得为什么这条视频会火呢？

在下淘子：可能是因为原创度很高。一般
的宅舞都是跳得精彩就可以了，我的这条视频
是加入了大量的杂技动作的，难度高，容易让
观者有新鲜感。现在，短视频创作也越来越追

求原创了，各个类目的UP主都在比拼原创。
现在我创作的时候，就会更加注重原创，也比
较注重于中国风方向的原创。我希望借着这
样一个契机，以COSPLAY这种形式去展现传
统杂技。这样好像更容易让年轻人接受中国
传统的艺术。我也是一直在尝试，把我的爱好
和专业技能结合。

记者：你觉得做短视频最难的是什么？

在下淘子：首先是场地。比如说我做的
第一个视频是空中双人吊环，当时就是在杂
技团排练厅拍的，因为必须要有专业的高空
设备。它不像拍舞蹈视频，一块很小的地方
就能跳个舞。我现在录的视频中，90%的有
高空类杂技元素的视频都是在我们杂技团的
排练厅拍摄。之前一个视频，主题是飞天，有
网友在弹幕里留言，说背景是一个遗憾。同
时满足高空设备需求和飞天主题背景要求的
场地，是很难找到的。我也是已经尽力了，杂

技团的领导和同事也给了我很多包容和帮
助。比如拍摄飞天这个作品，为了让背景干
净，我就尽量在半夜拍。

现在还有一个难点，是我要考虑杂技的哪
些项目是能够和现在的这些动漫或者游戏作
品有相近的点。我现在更新速度也放慢了，尽
量把二者结合得好一点，视频质量高一点，不
能为了结合硬套。

传统杂技艺术其实一直在改变

记者：今年你与新华网合作的视频《快

看！她把冬奥会体育图标演活了！》和《是邮

票 也是广播体操》视频，播放量也都很高。有

网友称呼你为“奥运图标小姐姐”，当时是怎么

产生这个创意的呢？

在下淘子：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开幕式有
一个“图标变变变”的节目，当时好多“粉丝”

私信我，建议我可以试试。我当时就在家里特
别随意地搭了个场景，随便搜罗了几个道具就
拍了，其实就是找了些扫帚、铲子、水桶、搓衣
板一类的生活用品。那个动作对我们杂技演员
来说没难度。作品发布后，借着奥运会的热度，
视频就火了，到现在有100多万播放量了。

这个事情被新华网发现了，今年北京冬奥会
的时候，新华网就联系我，希望也出一段类似的
冬奥会图标视频。于是就和新华网联合投稿了
《快看！她把冬奥会体育图标演活了！》。今年8
月8日，是第十四个“全民健身日”，新华网又联系
到我，以1952年《广播体操》特种邮票上的造型做
视频。这套邮票是为推广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一套广播体操而发行的。

记者：你的“粉丝”里边，有没有人一开始是

因为COSPLAY作品关注你的，然后知道你是杂

技演员，于是走进咱们剧场去看杂技表演？

在下淘子：有的。因为很多人其实不了解杂

技，他们通过我的视频接触杂技之后就会主动问
我，现在还有没有杂技演出，在哪儿能看到杂技演
出。但是由于我的“粉丝”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不
能都到天津来看我们团的演出，我也会向他们介
绍有些什么渠道去了解当地的杂技演出情况。比
如怎么去买票，怎么去搜索等等。

记者：你从3岁学习杂技，从小到大一直在杂

技行业里。那么，在你的观察中，现在杂技作为一

个中国的传统艺术，它要传承下去，需要一些怎样

的改变呢？或者说，你希望以后的杂技，呈现怎样

的面貌？

在下淘子：我觉得杂技要是想继续延续下去
的话，就肯定要寻求一些突破。其实杂技这些年
一直在寻求突破，一直在学习吸收其他艺术形式
里的东西，但是要改的东西比较多。因为毕竟杂
技跟舞蹈不一样，舞蹈它可能跨个舞种很容易，但
是杂技有很多传统遗留下来的东西，它就是这个
样子了，很传统，不适合去改变。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想，业内也在讨论，杂技未
来可能要分成两块，可能有一部分传统杂技，也许
就成为博物馆里面的内容了，它留存下来、记录历
史。而另一部分，有可变性和灵活性的杂技内容，
要研究如何把它跟现在年轻人的喜好结合，研究
如何出圈，如何与其他的艺术类别去做一个融
合。这种融合，就像是三原色，一个颜色走到另一
个颜色中，它会产生新的颜色，与以往的都不同。

杂技到目前为止还在尝试，因为它的东西太
固定了，技术方面的东西就算有一个变革也是需
要时间的，但是起码有所尝试，有所突破，就能吸
引到年轻人的关注度，吸引更多人走进剧场去看
杂技。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改变年轻人对杂
技的一个根本的认识。在大家的记忆里，杂技这
两个字就有一个很具象化的画面，就很古老，让
大家就提不起兴趣，实际上咱们杂技也在改变，
也在逐渐尝试更多新的样式。我做UP主，希望
在一些年轻人对杂技的印象还相对空白的时候，
能够给他们灌输稍稍积极、新鲜、有趣的一个杂
技形象。让他们能够看到杂技比较时尚的一面，
从而让更多人对杂技艺术感兴趣。这是我的一
个目标。

打造不一样的“中国式英雄”

在中国经典神话故事中，“杨戬”这一人
物形象时常出现，在《封神演义》中他是威风
凛凛、打败魔家四将的无敌战神，在《西游记》
中他是战无不胜、能与齐天大圣孙悟空打得
难解难分的二郎真君。但在《新神榜：杨戬》
中，他却成为一个天眼受损、逍遥闲适的“落
魄神仙”。

故事发生在商周之战一千五百年后，天界
衰落，蒙冤落魄的杨戬以赏银捕手为业谋生。
一日，杨戬接受了一位神秘访客的赏银去追捕
一位少年，意外发现少年竟是自己的亲外甥沉
香。沉香立志要寻回宝莲灯，劈山救母，却将
酿成大祸。杨戬踏上追寻沉香并揭开尘封往
事的旅程……

据悉，《新神榜：杨戬》于 2019 年初启动
开发创作，2019年下半年故事确定，开始进入
前期美术探索和进一步的故事打磨。在被问
及为什么会选择杨戬作为“新神榜”系列的第
二位主角，导演赵霁表示，人们都知道杨戬，
但却没有深入地了解过他：“在中国经典神话
故事中，杨戬这一人物时常出现，人们对他并
不会感到陌生，但是杨戬往往以配角或反派
的形象出现，鲜有专门描述他的艺术作品。
在过往的影视作品中，对他的形象刻画十分
固定，甚至有些‘脸谱化’——一身正气、刚正
不阿、不近人情的天庭战神，就像赵子龙一
样，是那种绝对正面的‘中国式英雄’，但这一
次我们想让观众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他，让高
高在上的杨戬走下神坛，让他也成为一个有
情感羁绊的人。”

为了打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杨戬，主创团
队前期查阅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古书史料，过
程中赵霁意外发现，原来杨戬也曾有过“劈山
救母”的故事：“在做电影前我并不知道还有这
样一个故事。发现后我就在想，既然他也曾劈
山救母，那为什么还要拦着外甥沉香劈山救
母？这在情理上说不通。所以我希望能以一

个全新的视角，将这两个劈山救母的故事融合
在一起，重新解读杨戬和沉香之间产生的情感
联系。沉香因为对母亲的思念去劈山救母，杨
戬也经历过相同的事情，这部影片的情感核心
就是为亲人赴汤蹈火。”

传统神话对杨戬的标签化处理，的确带给
主创团队很大的创作空间，但如何打破人们心
中对杨戬的特定理解，是摆在赵霁他们面前的
又一个难题，最终他们选择丢掉杨戬身上最明
显的特点——天眼：“天眼是杨戬身上最大的
标签，拥有天眼的他战无不胜，那如果他失去
了天眼呢？又会变成怎样一种状态？这就让
他和原本的形象产生了很大的差异。”

对于这一大胆的尝试，追光动画联合创
始人于洲表示赞同，在他看来在当今的社会
环境下，让人物形象更加贴近现实，才能引发
观众的情感共鸣：“杨戬一直都是以一个非黑
即白的形象出现，除了对就是错，但现实并非
如此，很多事没有绝对的对错，神仙也有可能
看不清善与恶，只是在危机来临时，他仍能依
靠内心做出正确的选择。就像杨戬，即使没
有那第三只眼，他仍是杨戬，我们也想告诉观
众们，你不需要有多么完美，能守住本心就是
最好的你。”

“东方朋克”风演绎中国古典浪漫

著于战国时期的《列子·汤问》中曾描述：
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
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其中有五山
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
洲，五曰蓬莱……乃命禺强使巨鳌十五举首而
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动。在古代神话故事
中，蓬莱等地一直被古人誉为仙境，令人心之
向往。唐朝诗人白居易就曾写下诗句“忽闻海
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而在影片《新神
榜：杨戬》中，美轮美奂的空中仙境被真实地呈
现在观众面前，仿佛触手可及，带给观众新奇
的视觉感受。

在《新神榜：杨戬》中，仙界由蓬莱、方壶、

瀛洲三大仙岛组成，别有洞天，各具特色。据
艺术总监龟爷介绍，三大仙岛的美术风格以
秦汉为基准，并融合魏晋南北朝的特点，经过
从建模到渲染等诸多动画制作步骤，缥缈仙
境才得以“诞生”，“因为这三座仙岛均来自古
代神话故事，相关的文字资料很少，所以我们
在原始文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发挥，从中国古
代建筑中汲取灵感去设计，最重要的还是为剧
情服务。”

将古典美学与后现代设计巧妙结合，一直
是追光动画的“拿手好戏”，此次《新神榜：杨
戬》延续了上一部《新神榜：哪吒重生》的“东方
朋克”风，影片中仙人们驾驶飞船、空中快艇等
科幻工具，神话世界仿佛处于未来时空，带给
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赵霁表示，这样的“神仙世界”或许更吸引
人，“神仙们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经典动画
作品对仙境的描摹基本上是中式的宫殿，神仙
腾云驾雾。我们这次一开始就把这个事情打
破了，比如在这个片子里直接设定了上一次大
战后神仙不能在天上飞了，大家只能坐‘飞
船’，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拓
展大家关于神仙世界的想象力。”

而相比仙界的瑰丽奇景，影片中的“洛神
赋”飞天舞，则重现了敦煌壁画中红飞翠舞的
绝美奇观，二维的飞天舞壁画实现了三维化的
呈现，令观众极为震撼。瀛洲仙乐坊，仙台楼
阁之上，一曲《洛神赋》低吟浅唱，道尽相思之
苦；婉罗与众仙女飘浮空中，轻纱摇曳，玉动珠
摇；仙乐坊内花瓣纷飞，美景如梦似幻。

如此绝美的片段背后，凝聚着的是无数
制作人员的心血。赵霁透露，这场戏的难点
在于如何在失重的状态下去呈现舞蹈的美：
“我们找到专业的舞蹈演员来演绎这段飞天
舞，但是在地面上的舞蹈表演，无法直接转
换成在空中的姿态，因此我们尝试了很多方
式，反复磨合实验，最终才完成整部影片极
具挑战的一幕。飞天舞虽然只有短短两分
多钟，但平均一个镜头的制作周期就要一个
月左右，是非常耗时耗力的，但最终所呈现
出的效果还是令人满意的。”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副教授刘健在评价影片
《新神榜：杨戬》时，对其动画制作水准颇为赞
赏：“《新神榜：杨戬》应该说是一部非常优秀的
国产动画电影。这部电影最大的亮点应该就是
在画面呈现上，毫不夸张地说，以《新神榜：杨
戬》的画面呈现，如果对标好莱坞现在顶尖的3D
动画电影制作团队，可以说追光的制作水准已经
不存在代差，或者说已经从‘望尘莫及’追赶到
‘望其项背’的程度了。考虑到从追光正式创建
到现如今还不到十年的时间，整个发展速度已经
是非常惊人了。”

讲好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故事

到截稿时，动画电影《新神榜：杨戬》已上映
11天，累计票房突破3亿，豆瓣评分7.0，对于追光
动画近年来出品的动画电影来说，这个成绩已经
及格，但相较于同类型影片《哪吒之魔童降世》来
说还相差较远。

为何同样是以中国神话故事为创作背景，
《新神榜：杨戬》却难以出圈，究其原因，就不得不
提到追光动画近年来被观众频频吐槽的焦点问
题——视效感受可圈可点，故事情节略显不足。

自《新神榜：哪吒重生》起，追光动画就为观
众构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神话世界，在人物塑
造、世界观建立和视觉风格上均进行了大胆创
新，以当代视角对神话人物进行重新解读。在
赵霁看来，传统与创新并不矛盾，动画的魅力正
是在于可以把想象中的世界最大化：“当初我们
在选择动画创作方向时，就决定要做中国自己
的漫画，讲好中国自己的故事。中国传统文化
的血液早已融进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子里，而创
新则意味着用年轻人的声音讲述故事，用最新
的技术创作故事，用现代化的思想解读故事。
以更加年轻的视角讲述着古老的中国故事，为
传统赋予新生。”

但想要讲好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故事，实
非易事。在刘健看来，追光动画的问题在于观念
上的欠缺：“追光动画长久以来，给人的印象
都是‘重技术、轻剧作’。这里说的‘剧作’不

仅仅是指剧本问题。实际上，剧本只是整体
电影剧作最基础的环节，而在此基础上需要
编导团队，乃至整个制作团队协力完成，以作
品整体来实现完整的剧作。而剧作的实现，第
一靠能力，第二靠观念。从《新神榜：杨戬》的动
画呈现和剧作思路上看，追光团队的能力是没
问题的，但在观念上显然是有欠缺的。这种欠
缺集中体现在‘浅尝辄止’上，很多能够深入挖
掘的地方，却不能或者不愿挖掘下去。当然，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可能是对市场接受程
度的顾虑，毕竟追光的作品都是主打合家欢类
型，基本的营销策略都是‘小手牵大手’，要顾
虑到青少年观众的接受程度。而作为商业电影，
最终的评判标准还是票房成绩。”

正如刘健所说，追光动画近年来出品的作品
虽收获一众好评，技术的飞速提升也是有目共
睹，但随着观众对电影艺术审美的提高，仅仅满
足视觉冲击或许已远远不够，讲好故事才能让作
品深入人心。

2013年，王微、于洲、袁野创立追光动画，在
创立之初就确立了发展定位——中国团队，为中
国观众，讲中国故事。十年间，追光动画在依托中
国传统神话叙事资源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将传统
的民族审美与现代性的美学特征进行融合，形成
了一种全新的中国神话视觉图谱。在延续“中国
学派”动画创作风格的同时，摸索新时代中国动画
走向世界动画的新路。

刘健表示：“时至今日，让我们依然津津乐道
的‘中国学派’，是当年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为
代表的一代中国动画艺术家和工作人员，长期立
足国情，将中国传统美术和传统文化的精髓为养
料，以现代化的动画工艺和生产组织形式生产出
的符合新中国时代风貌和人民群众需求的作品，
尤其是这些文艺作品符合青少年观众精神文化和
审美需求，体现了一种守正创新的创作精神。也
正是因为‘中国学派’所体现的时代性与人民性，
才具有普遍性，从而克服‘文化折扣’，为世界所接
受。因而，今天我们要重铸当年‘中国学派’的辉
煌，重点不是在‘形’，而在于‘神’。只要真正回归
时代性和人民性这两个基点，所谓的国风动画电
影，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天津美术学院动画艺术系教授余春娜认为，
中国动画的未来要依靠更多年轻的动画创作者：
“中国动画电影现阶段更重要的是少犯错，逐步
培养市场，同时还要培育更多的动画创作人才进
入到这个领域这个行业中进行接力。我们随时
要思考的是下一个十年、下一代动画创作者成
长起来后，我们给他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市场环
境、创作环境，他们那一代人能够站在这个基础
之上将中国动画推进到怎样的一个未来中去。”

诚然，中国动画任重道远，但《新神榜：杨戬》
等优质国产动画电影的出现，也让我们看到了中
国当代动画创作者的热情与坚持，我们有理由相
信，在未来中国动画将会如他们所愿，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迎来中国动漫崛起的那一天。

《新神榜：杨戬》

中国动漫重“形”更要重“神”
本报记者 徐雪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