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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重制动画可圈情怀

娱情快递

《声临其境》
本周迎“复活战”

反作用力道更甚

湖南卫视原创声音魅力竞演秀《声
临其境》第二季第八期将于本周五播出,
本期节目为声音复活战。前七期的人气
声咖万茜、喻恩泰、袁姗姗、涂松岩将重
返舞台,进行一场精彩绝伦的 Battle,四位
声咖斗志昂扬,为争夺年度声音盛典的最
后一张门票发起
“火拼”
。
再次登上舞台,四位声咖均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压力。虽然每个人都做好了
非常充分的准备,但赛制的残酷、扑面而
来的紧张感，仍让人紧张。四位声咖比
拼的精彩程度被指“令人提前看到了总
决赛的感觉”，令人遗憾的是，四位声咖
中只有一位可以复活，谁将拿到年度声
音盛典的最后一张门票，令人期待。
（据《新快报》
）

前不久，自 2001 年完结后迟迟没有出第
二季的著名动画《水果篮子》突然宣布重制，
让不少粉丝激动不已。与此同时，国内经典
动画《舒克与贝塔》也在 2 月底宣布要拍摄新
版，两部经典作品接连宣布重制让不少粉丝
充满期待。
不得不说，近年来确实是动画重制的热
门时期，日本有《水果篮子》
《银河英雄传说》
《美少女战士》
《魔卡少女樱》等经典 IP。中
国则是许多经典国漫宣布重制，包括前文提
到的《舒克与贝塔》，还有《我为歌狂》
《天书
奇谭》等。美国也有许多童年时代耳熟能详
的作品进行了重制，比如《希瑞》
《神偷卡门》
等，都在奈飞的主导下宣布重制。
在这一片重制热潮中，各家目的却不尽
相同：有的是为了将原作以更新的技术进行
展现，有些是为了老作品的保存，还有一些
是彻头彻尾的消费情怀的圈钱作品。动画
的重制究竟是好是坏？我们究竟应该如何
看待这个问题？

’

《人间·喜剧》讲述
平凡人的柴米油盐
艾伦王智扮演一对怂夫悍妻

□ 袁蕾
中国动画《葫芦兄弟》和《新葫芦兄弟》

动画重制的发展:市场疲软后的讨巧选择
对于动画行业来说，新的技术虽然
会对动画的制作有着影响，但是影响不
是特别大，因此，过去动画行业对于重
制的需求并不迫切，更多的是选择了高
清化，而近年来的重制热潮，不仅是游
戏的这股风刮到动画业的结果，也有动
画行业自身的疲软因素。
以日本动画市场为例，虽然每年都
有大量新作品播出，但是真正现象级的
作品却越来越少，甚至几乎绝迹。动画
作品的细分程度更高，受众却越来越
小，发达的动画工业带来的是高度的模
式化与流水线产品。原创作品也越来
越少，非常依赖轻小说与漫画改编，这
种千篇一律的情况让粉丝也感到乏味。
与此同时，大量作品的推出也造成

了市场竞争空前激烈，营销推广成本陡
然上升，一部全新的原创作品要面临极
大的宣传压力，这也让动画公司与创作
者越来越保守，缺乏开拓新 IP 的动力。
对于这种情况，将老 IP 进行重制自
然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老 IP 拥有不
错的粉丝基础，营销成本低，会形成粉
丝内的自发传播，同时还能通过重制版
获取新的粉丝，为后面推出新版打下一
个良好的基础。
而美国动画市场的情况与日本不
尽相同，对于美国来说，动画行业仍属
于蓝海。每年的作品数量与总集数都
不如日本多（2017 年美国共播出动画
230 部左右，日本共播出动画 534 部左
右），这其中还有大量的幼儿动画作品，

针对少年、青年、成年等市场的动画作
品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在美国这轮动画重制风潮里，主导
公司是著名流媒体供应商奈飞。对于
奈飞来说，经典作品的重制是其进军二
次元行业两手抓的重要一环，旨在通过
经典作品的重制打开市场，特别是欧美
国家的动画市场。从奈飞选择进行重
制的作品就能发现这个小心思，不论是
重制的“圣斗士”系列、
“ 哥斯拉”系列，
还是《希瑞》
《神偷卡门》这些作品，都是
在欧美地区有着极高的知名度，且这些
作品的粉丝目前都有着极强的消费能
力。奈飞希望通过重制老作品重启粉
丝们的热情，然后顺势推出大量原创作
品，
为新作的推广铺平道路。

电视剧《青春斗》
定档 3 月 24 日

国漫重制热潮：市场现象中不乏情怀
近几年国漫重制就复杂多了，如果
我们梳理一下近年的重制作品与最后
的结果，会发现一些经典国漫的重制大
概会分为三个目的：圈钱与消费情怀、
老 IP 翻新、保护。
比如童年里非常喜欢的《葫芦兄
弟》，重制的质量非常低劣，又完全面对
低幼市场，导致口碑与票房双双崩盘，
被粉丝直斥为消费情怀的骗钱作品。
同样情况的还有新版《阿凡提》，不仅票
房崩盘，其三观也被批评有严重问题：
阿凡提居然和地主巴依老爷混在一起。
类似的作品还有不少，比如新版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和《海尔兄弟》，
前者剧情令人崩溃，后者充满了粗制滥
造的感觉。在国漫快速发展的现在，不

免有人对这些经典作品动起了歪脑筋，
试图利用经典 IP 的名头骗钱，然而这种
行为到最后只是一次又一次在消费粉
丝们对于国漫的好感和爱，对于国漫的
发展百害而无一利。
第二种属于对一些老 IP 的翻新，比
如豆瓣标注今年将会播出重制版《我为
歌狂》。这部在 2001 年播出的动画曾
是一代人心中的经典，但是碍于技术上
的不足，无论是画面还是画风都不尽如
人意，相对于同时期日本成熟的动画制
作技术，当年国漫的整体技术水平确实
非常低。
因此粉丝们对于重制版的《我为歌
狂》的期待值非常高，不仅是新画面、新
的人物形象，也希望能够借着这次重制

重启整个 IP，
为大家带来新的故事。
第三种则是对于一些老作品的保
护性修复，比如《天书奇谭》。作为一部
1983 年就上映的动画作品，
重新修复不
仅是将新面貌呈现给观众，
也是为了更好
地保存这部作品，
让它能够流传到后世。
以修复过程中电影的配乐为例，由
于当年技术所限，音轨无法分离，加上
部分原来的乐谱丢失，因此重制版不仅
要补全原来的乐谱，还要在新的技术条
件下，对原有音乐进行增补与改编，让
它更适合当下的技术条件与审美。与
此同时，老胶卷的保护与修复，新画面
的创作等等，都为这部老作品赋予了新
的生命力，这也是重制《天书奇谭》最大
的意义所在。

未来前瞻：
警惕毁原作适得其反

美国动画《神偷卡门
神偷卡门》
》

目前来看，这股重制热潮仍将持续
下去。对于业界来说，这些老 IP 可以说
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只要运
作得当，不论是从市场受众的角度来
看，还是从老作品保护的角度来看，未
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老的动画作

由孙周执导，艾伦、王智、鲁诺领衔
主演，任达华、金士杰主演的喜剧电影
《人间·喜剧》将于 3 月 29 日上映。近日
影片发布第二部预告片，同时曝光全新
海报及剧照。
在《夏洛特烦恼》中,艾伦和王智的
“大春×秋雅”组合给人印象深刻。此次
《人间·喜剧》中两人再次合作，两人搭档
出演怂夫悍妻，将要共同面对生活里的
柴米油盐。
海报上夫妻二人躺在拥挤的小卧室
床上,窗外是来势汹汹的黑帮手下，室内
又是漏着水的天花板。左下角的计算器
和账单暗示着窘迫的经济状况,而床单
上环游世界的美梦线路图,饱含着夫妻
二人平凡的“小确幸”，给危机四伏的画
面增添了一丝温情。
《人间·喜剧》刻画了小人物的真实
日常，生活除了烦恼外亦有点滴温馨，让
人笑过后更觉耐人寻味。此外，任达华
饰演的黑帮老大、金士杰饰演的铁公鸡
首富也给夫妻二人的生活带来不少麻
烦，这对怂夫悍妻将会如何应对外界刁
难，引发观众期待。
（据《新快报》
）

品大量重制本身也是创作能力不足的
表现，即使这些作品确实有着深厚的群
众基础，对于重制有着极高的需求，但
是一旦出现毁原作的现象，对于热爱该
系列的粉丝的伤害也是不可逆的。
因此，
对于当下这股重制版的热潮，
我们仍然要冷静看待。
（据《北京晚报》
）

呈现
“90 后的青春”
导演赵宝刚，主演郑爽，看到这两个
名字，你会不会对这部即将开播的电视
剧《青春斗》有些期待？近日，
《青春斗》
宣布定档 3 月 24 日，将在北京卫视和东
方卫视双台开播，同时芒果 TV 也会播
出。这是一部剧中集合了校园、职场、北
漂、闺蜜以及创业等元素的电视剧，有剧
迷称这是一部
“女版《奋斗》”。
讲述几个性格迥异的女孩（女人）的
故事，
《欢乐颂》算是珠玉在前，但《青春
斗》跟《欢乐颂》不同的是，这部电视剧讲
的群体要更年轻一些。剧中的五个女孩
都是“90”后，剧情也集中在她们从大学
到面对社会这个特殊阶段，期间她们经
历了工作失败、感情受挫、友谊考验等
等，终于确定自己的人生方向。有豆瓣
剧迷表示，似乎每个角色，都能找到身边
的朋友
“对号入座”。
这一次的《青春斗》，官方表示“用 3
年的时间打磨出的剧本”
，
原本是 40 集的
电视剧，
最后剪成了 38 集，
但拍摄时间长
达 150 多天，
跨越 3 个国家的 7座城市。
当然，这也是赵宝刚导演的一次全
新尝试。
《青春斗》会给大伙呈现一个什么样
的
“90 后青春”
，开播之后将见分晓。
（据《东莞时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