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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蛇：缘起》看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呈现和时代创新

基于文化自信探讨中国电影的
国际传播策略
■文/章 丽

■文/田晓璇 张晏滋

在当前社会文化环境下，电影无疑

充分地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内在魅

国电影国际化，在电影制作上，以中华

是对一种文化最便捷有效的诠释和展

力。中国电影虽然国内市场广阔，票房

优秀文化为核心和创新点，以国际电影

映，由追光动画和华纳兄弟共同制作，

览渠道，中国电影对中国文化的对外传

可观，但是国际市场却不容乐观，文化

制作技术和理念为参考，考虑国际观众

是继《大圣归来》等多部力作之后又一

播而言，是最具优势的传播媒介和渠

差异是一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电影

审美和文化习惯，做到在电影制作质量

部票房与口碑兼具的动画电影。
《白

道，是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全方位展

质量问题。综合来看，当下中国电影国

和文化审美上与国际社会比肩。第二，

蛇：缘起》的制作公司志在创作国际一

示给世界的窗口。中国电影的跨文化

际传播的困局具体表现为：第一，电影

以中华文化精髓为核心，全面准确地在

流水准和中国文化特色的动画电影。

传播能够有效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地

质量良莠不齐，发挥不稳定且后劲不

电影中诠释和展示中华文化核心价值

公 映 39 天 后 ，总 票 房 突 破 4.4 亿 人 民

但实际动画如果按照真人动作会显得

2.华丽绚目的视觉特效。观众期

位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基于近年

足。电影质量是中国电影能否成功走

魅力。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的最大价值

币。
《白蛇：缘起》取得巨大的成功离不

平淡。要根据动画角色性格和剧情冲

待看到美轮美奂的动画场景设计、独具

来党和政府对培养和增强民族文化自

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立足点，但国内

就在于向世界证明中国电影事业的发

开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呈现。

突细腻刻画，熟练把握动作的节奏感和

风格的造型设计和令人震撼的动作设

信的重点关注和大力提倡，中国电影作

电影在走向国际的道路上还举步维

展水平进而更有效广泛地向世界展示

力量感，来塑造角色。不仅动作设计要

计，这些都需要具有文化底蕴和创新精

合理化，还要兼具表演的戏剧化表达。

神的原创团队。制作《白蛇：缘起》的追

为中华文化输出的重要代表被寄予厚

艰。第二，中外思想观念的差异阻碍了

和传播中华文化，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

望。中国电影质量不仅代表着中国当

中国电影的海外发展。中国电影对故

影响力。因此中国电影在内容制作上

代电影技术和艺术的造诣水平，也代表

事和思想观念的呈现方式长期受到国

要以体现中华优秀精神文化为核心。

着中国文化的国际形象，更代表着我国

内文化审美、社会习俗等传统的习惯性

并且在方式方法上要更加国际化和高

未来的文化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因此，

思维影响，往往带有道德说教感化的风

在文化自信视域下，基于当下中国电影
的国际传播现状，我们应当及时发现并

《白蛇：缘起》2019 年 1 月 11 日上

一、中国经典传统文化题材的
背景设定

式，
也符合时下的审美标准。

镜子反转到水下，但是没有水，进入光
怪陆离的新环境，四周像显示屏一样围

三、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动作
设计

着铁笼子，用剪影一样的画面显示着监
视干活的进度，营造一个好像在现实生
活中见过的奇幻世界，来拉近奇幻世界

动画运动规律是设计动作的基础，

和现实生活的距离。

《白蛇：缘起》中的动作设计充分展现了

光动画就是秉承这样理念的专业团队，

角色的特征，比如小白动作轻盈，飘逸

每一帧画面都是精心设计创作出来的，

《白蛇：缘起》以中国民间传说“白

灵动在山石之中借力，足尖轻点几步跳

并非对生活的真实记录，更要结合想象

级化，改变以往的道德说教风格，转而

蛇传”和柳宗元“捕蛇者说”的经典 IP 改

跃就到了瀑布水潭边。小狗肚兜不小

力进行有意识的创造，通过夸张精炼，

格，节奏较慢，格局受限。这对于长期

以更具吸引力和艺术感染力的方式进

编，讲述了许仙和白素贞 500 年前发生

心摔下悬崖，小白也是像小说里的大侠

进行主观化的表达，最终给观众带来画

处在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海外

行中华文化的准确阐释。第三，丰富和

的爱情故事，在吸引力上有先天优势。

一样，借力飞上飞下接住小狗肚兜。设

面的视觉盛宴。

纠正当前中国电影发展传播中存在的

观众来讲无疑缺乏吸引力。加之对中

创新中国电影风格类型，促进中国电影

《新白娘子传奇》是 1992 年播出深入人

计动作时，充分地考虑了动作的着力点

3.年轻化的目标受众。动画以其

诸多问题，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并为世

国文化认识的局限和偏见，大多数海外

形式和风格的国际化，以国际化的电影

心广受大众喜爱的电视剧，而《白蛇：缘

和发力点，跳跃动作轻柔，使观众感到

独有的创作优势创作出真实的奇幻世

界所认可扫清障碍，创造出中国电影国

观众也无法真正做到深入地解读中国

呈现方式展示中华文化特有魅力。中

起》在最后画面借助镜头的推移起幅从

体态轻盈而有力量。

界，带给观众无与伦比的视觉体验。
《白

际传播的新格局。

电影的内涵。第三，中国电影在对中国

国电影未来在题材上应当更加丰富多

忘记带伞开始，场景设计紧密地与印象

文化的诠释上还不够全面准确。当下

元，全面展示中国文化形象，比如可以

中的画面相连，从而交代故事发生的时

的中国电影对中华文化精髓的阐释方

增加对中国神话宗教、中国传统节日习

间和空间。在游人如织的桥面擦肩而

式太过生硬机械，无法做到将中国文化

俗、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工艺技法和少

过遗失碧玉钗，与《新》中白素贞和小青

与国际电影制作和时代文化审美趋势

数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电影题材。第四，

一、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现状
及困境

蛇：缘起》将观众定位在年轻人群体，角

四、彰显地域特色的动画场景
设计

色造型的设计具有青少年气息。从全

有着同样发型和背影的造型设计强化

《白蛇：缘起》的场景设计师们在场

术日益发达的当下，动画电影在讲述故

新的角度讲述了人与妖之间爱情故事。
4.现代化的传播方式。在数字技

进入 21 世纪，
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

完美融合。除此之外，受低俗流行文化

开拓并丰富中国电影海外传播渠道，优

了视觉效果，唤起观众记忆，最终落幅

景的设计上自然遵循中国传统审美要

事、给予知识、传承文化上占有无可比

舞台上的表现愈发优异，众多杰出电影

的影响，许多电影作品因内容乏味空

化营销模式，完善商业产业链。在开拓

在桥、远山、塔、湖面、荷花共同组成的

求。通过画面营造的氛围，让观众徜徉

拟的优势。
《白蛇：缘起》自身良好的口

作品走出国门获得了世界观众的认可。

洞，千篇一律缺乏创新而失去了对优秀

中国电影海外传播渠道上要继续大力

画面上，中国传统水墨与三维动画的结

在一幅美妙的山水画中。有一幕是阿

碑被广泛宣传，斩获极佳票房。随着现

2016 年国家发布了众多支持中国电影

文化价值观的阐释和传播功能，中国电

推进中外电影合拍，积极参与国际电影

合产生的视觉效果给观众留下无穷

宣领小白去遇到她的地方，镜头从上往

在中国动画电影工业化流程的构建，从

走向海外的政策，如对海外票房超过

影走向国际谈何容易。第四，中国电影

节和电影展进行中外电影文化交流。

韵味。

下移，交代所处的环境，在崇山峻岭的

最初的投融资、前期创意策划、中期制

山间小路上俩人轻松愉快的交谈，漫山

作、后期营销发行等一系列的工业化流

遍野的红枫，抬头望见山间的瀑布，山

程体系逐步完善，让更多更好的国产动

涧中云雾缭绕。用特定的视觉环境来

画 走 向 世 界 ，讲 地 道 中 国 故 事 给 世

烘托角色，优美宁静的环境营造一种恬

界听。

100 万元的国产电影给予奖励、颁布了

投融资力度不足，电影发展缺乏良好有

同时关注电影的国际营销，积极开发电

《电影产业促进法》等举措，一定程度上

序的金融市场。相比之下，国外电影一

影周边产品完善产业链，优化营销模式

促使了更多优秀电影作品的诞生。在国

般都会有政府资助和政策支持。国内

提高利润，第五，政府在电影国际传播

家政策的鼓励支持下，当前中国电影在

而言，高质量的大制作往往成本昂贵，

相关政策和法律层面加大支持力度。

文化海外传播和电影海外交流中也取得

因此在政府资金政策支持上以及金融

电影事业的长足发展离不开合理完备

《白蛇：
缘起》把握文化优势，
以中国

了不菲成绩。一方面，在“一带一路”对

市场问题上都应该做出相应的制度完

的国家政策法律和良好的金融市场环

传统美学的标准创作的造型、
场景，
充分

画面和谐，基调明快，俨然进入了神仙

成具有地域色彩和精神内涵的艺术创

世界文化交流的倡导下，电影产业被纳

善。第五，中国电影营销经验匮乏，商

境，近些年来基于文化自信理念的要

展现了中国文化特色。片中主角小白，

隐居的山林之中，影片节奏放缓，一派

作，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从早期的

入了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中。在此基础

业化运营模式不健全。即是说，中国电

求，国家对电影事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也

服饰、
神态和语言的塑造，
符合中国传统

祥和。当小白看见保安堂时，光束正好

中国学派根植传统，借鉴了剪纸、木偶、

上，
近年来中外电影合拍形势一片大好，

影在国际传播问题上缺乏销售经验，出

不断增强，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利用国家

审美，
体态均匀，
鹅蛋脸，
细长的柳叶眉，

从山间照到小白，依靠光线作为视线引

水墨画、皮影、壁画等中国传统艺术形

诞生了一大批以宣扬中华文化为主的优

口不顺畅，盈利模式不健全，产业链单

相关平台对优秀的电影作品进行国际

樱桃小口，淡淡的腮红，妆容清秀娟丽。

导看到悬崖下捕蛇村全景，群山云绕层

式，创造出曾经的辉煌时期。现今全球

秀影片，如 2014 年的《夜莺》、2015 年的

一，
利润稀薄等。

推广。除此之外，在电影投资上也应当

头后盘有发髻垂着长发，发髻后有飘

次叠加，光影变幻，美丽而又宁静的世

化的文化背景下，各国动画不可避免走

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建立完善的投融资

带。宽袍大袖，上袄下裙，以白为主，辅

外桃源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与小白

向国际化，但优秀的动画从来都是传承

制度进行保障。

以青色装饰，
白衣上有竹叶暗纹，
整体造

隐约回忆起师傅交代命令的阴暗场景

传统文化和审美理念。
《白蛇：缘起》在

综上所述，当前在文化自信视域

型清新淡雅，表现小白的温润又隐隐忧

做出对比，
为接下来的故事埋下伏笔。

呈现传统文化上做出了大胆的尝试，为

下，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之路还任重而

愁的气质特点。而阿宣的造型设计，脸

《狼图腾》、2016 年的《长城》、2019 年的
《订亲》等等。另一方面，国内电影导演
和演员的国际影响力也进一步扩大。无

二、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国电影
的国际传播策略

论是以张艺谋、冯小刚等为代表的资深
导演，
还是陆川、
李玉等擅长以国际手法

二、符合传统审美标准的动画
造型设计

淡的气氛。场景色彩明艳，气氛轻松，

动画电影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形

长期低迷的国产动画电影市场注入了

五、推陈出新，
时代创新

基于当下我国文化软实力竞争的

道远，我们需要准确地把握当今时代特

型方圆周正，身形清瘦而有力量。上衣

讲述中国文化故事的新生代优秀导演，

需要和增强民族自尊、文化自信的迫切

点和世界文化局势，在此基础上以提高

斜襟右衽，
裤子有绑腿的设计，
还有脸上

包括一些杰出的电影演员，都在为中国

要求，作为对外文化输出窗口的中国电

电影质量为根本，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展现阳光笑容，整体表现符合角色的设

电影的国际传播做着不懈的努力。

影必须改变现状，完善国际传播发展模

为核心，全面优化中国电影的制作、营

定，不同以往文弱书生的形象，而是捕

里阿宣为了爱情，勇敢面对，甘愿化身

（田晓璇系西安外国语大学艺术学院讲

截至目前，国内电影对于电影质量

式。第一，专注于打造精品电影，规整

销、传播和创新模式，在提高国内电影

蛇村的善良活泼青少年。宝青坊主的

小妖，多次关键时刻挽救大局，角色形

师；张晏滋系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艺术

水平的评价标准依旧主要以西方电影

国内电影市场，做到电影作品与中国文

国际地位的基础上弘扬发展中华优秀

设计，双髻相对垂挂于两侧，华贵的绸

象所散发出机敏、勇敢、坚韧的气质为

系助教）

节奖项为标准，无论是电影的制作技术

化、国际文化、时代趋势相结合。一方

文化，提升我国的民族文化自信和国家

缎衣料，衣料以传统配色红绿为主，鲜

当今时代主题所蕴含的色调。在人物

基金项目：西安外国语大学 2020 年度

还是文化内涵、艺术底蕴的诠释，中国

面严格把控电影市场的质量，提高电影

文化软实力。

艳的色彩配以明媚艳丽的妆容，为故事

塑造上，符合现代的价值观，观众觉得

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唐墓壁画视觉图像

电影在内容质量上的水平与西方电影

出品门槛，淘汰抵制粗制滥造、内容庸

情节的铺垫添砖加瓦。
《白蛇：缘起》中

有血有肉有共鸣。

动态描绘创新实践研究——以懿德太

之间实力差距还较为明显，还不能全面

俗的电影作品。另一方面，大力推进中

建党一百周年之际，
全国地方政府相
关部门都在号召全民探寻红色记忆，
重温
红色故事，
传承革命精神，
发展红色文化，

（作者系豫章师范学院讲师）

角色造型设计既展现中国传统审美方

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为国产动画的崛起
1.融入现代元素。在《白蛇：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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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电影的革命叙事与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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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心针，其时代创新对国产动画具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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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革命领导者还是普通平凡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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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舛，
或渺小平凡，
也会惧怕也有牵挂，
但
都无一例外的在民族危亡之际选择以渺

都自发兴起了“重温红色经典电影，传承

的，促使后代子孙世代铭记革命历史，不

革命年代。而事件传奇叙事主要以某一

客观真实贴近大众，愈发人性化和伦理

仰和民族精神，以此鼓舞激励后代子孙

小的身躯对抗强大的侵略势力，
有的为民

革命精神”
的实践活动。所谓红色经典电

忘初心艰苦奋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个革命事件为故事主线，
通过完整连续的

化，已经完成了从完美英雄到“杂色英

不负先辈所望，勤勉自强艰苦奋斗。因

族解放事业倾注一生，
更多的人们为之付

影，
笼统地来讲即是建国以来产生的一批

值观。红色经典电影中的革命叙事根据

故事情节展现革命故事背后的民众意识

雄”，从单一英雄类型到不同战线英雄群

此，在这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全国各地都

出了鲜活的生命。这些革命先辈们身上

以红色革命历史为主题，
展现革命年代红

叙事方式的不同主要体现为三种模式：

和时代背景，
比如《我的上高》、
《上甘岭》、

像的转变，旨在向观众展现一个有血有

在积极热情地筹备“重温红色经典电影，

所展现的，
就是一种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自

色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怀的

类史诗的革命叙事、类传奇革命故事叙

《破袭战》等。最后，人物成长类革命叙

肉，
有民族大义也有性情缺陷的真实鲜活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
的活动。

强不息，团结勇敢，艰苦奋斗的民族精

影视作品。红色经典电影是对革命年代

事、类人物成长革命叙事，这也是中国当

事，
主要以在艰难困阻中不断成长起来的

的民族英雄。这是时代发展过程中民族

红色经典电影对伟大民族精神的体

神。对于身为观众的我们而言，
红色经典

伟大红色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淋漓尽致

代革命历史叙事的主要类型。首先，
红色

英雄为电影主角，
故事更侧重英雄个人的

意识进步的体现，
也是当代社会大众对待

现形式也与其革命叙事模式相对应。一

电影与其说是对革命历史的重现，
不如说

的再现和渲染，
同时也是对特定时代人民

经典中具有史诗风格的革命叙事，
一般表

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
更注重对人性的审

红色革命历史更客观理性的态度体现。

方面，在史诗类革命叙事中，电影以重大

是对革命年代伟大民族精神的全面阐释，

现实生活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反映，
其特定

现为宏大壮阔的革命景象、
意义重大的革

视和对个人信仰信念的刻画。

革命场景为背景，
通过该革命场景下各式

观众身处其外，但又深陷其中，因为红色

的革命叙事形式，
不仅充分再现了革命先

命大事件、各式各样的众多英雄人物，意

总而言之，
红色经典电影中的革命叙

各样的英雄群像来展现蕴含在革命年代

电影中那些形形色色或平凡或弱小的人

辈为求民族独立解放艰苦奋战历史，
更重

在全面真实地反映历史真实场景事件，
表

事既是一种革命化的叙事，
也是对革命的

革命伟人身上的伟大民族精神。这类红

们正如大多数平庸普通的我们一样，
但是

要的是它对红色革命精神和伟大民族精

达一种宏观上的民族精神和英雄情怀，
同

叙事书写，
而红色经典电影的革命叙事发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

色电影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是宏观层面

他们从不屈服命运和磨难，他们顽强自

神的直观展现和艺术渲染，
为红色革命精

时还具有一定的艺术审美性。其次，
红色

展至今也在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反思完善

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

的，超脱个人之外的一种民族大义，所展

立，信仰坚定，以小小的身躯为星火点亮

神和伟大民族精神在当代社会的传承和

经典电影中的类传奇的革命叙事，
一般更

和进步。新时期红色电影中的革命叙事

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

现的是革命前辈们在民族危亡之际普遍

了整个民族国家的光明前路。这就是如

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注重革命故事的曲折性和传奇性，
每个革

已经逐渐具备了反思革命，
重新定义和多

神。就革命年代这一历史阶段来讲，井

具备的舍生忘死、
为国为民、
爱国爱党、
一

今我们重温红色经典电影所要感知到的伟

命故事都独具特色且牵动人心。红色电

角度审视革命的特质。随着时代的发展，

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红军长征精神、西

心力求民族解放，不畏牺牲，不畏万难的

大民族精神。可见，
民族精神并不是远在

影中的传奇类革命叙事主要表现为人物

大众反思意识的觉醒和艺术审美水平的

柏坡精神等都是我国民族精神的体现。

最高精神境界。另一方面，
传奇类和人物

天边看不见摸不着的意识形态，
更不是捉

传奇叙事和事件传奇叙事两种。人物传

提高，
当代的革命叙事已经发展出更丰富

红色电影作品通过各种革命叙事方式对

成长类革命叙事电影中，
主要以跌宕起伏

摸不透的高深哲学，
而是当代每个中华儿

革命叙事，也叫革命历史叙事，是运

奇叙事比如《毛泽东在宁冈》、
《毛泽东去

的内涵。在对革命历史进行影视重现的

革命历史和英雄事迹进行全方位多角度

的传奇革命故事和各式各样的人物成长

女都应该具备的基本精神品质。红色经

用现实主义手法，对革命事件和革命英

安源》、
《少年邓恩铭》等等，
主要以革命英

基础上开始注重对革命历史的续写和补

的再现，最终的目的无疑是通过电影这

故事为主线，
着重展示大革命背景下各式

典电影以其独特的革命叙事形式在全面

雄的故事进行再现，重构现代民族国家

雄的革命经历为电影故事主线，
一方面展

写，
致力于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并审视革

一媒介让当代民众更直观真切地回顾和

各样的人面对民族危机时身上所体现出

展现革命历史基础上也对中华民族伟大

的集体历史记忆，以达到展现和传承发

现革命英雄的伟大家国情怀和奉献精神，

命历史，
修补经典革命叙事中被忽略或回

感知伟大的革命历史，铭记无数革命先

来的民族精神。从《领袖 1935》、
《血战湘

的民族精神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阐释。

展伟大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塑造符合

一方面通过典型民族英雄传奇事迹映射

避的部分。在对革命英雄的刻画上，
一方

辈们在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过程中

江》到《董存瑞》、
《赵一曼》再到《红色娘子

时代趋势和政治需要的国民意识的目

那个英雄辈出，
全民奋勇保家卫国的红色

面不再一味追寻完美英雄主义，
而是更加

所付出的心血，所展现的崇高的革命信

军》、
《闪闪的红星》，无论是革命领袖、基

一、
红色经典电影中的革命叙事

二、
红色经典电影中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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