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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师

“我们的工作就是让所有的东西
都活化，赋予他们生命力。大家所看到
的他们的性格，以及喜怒哀乐那些表
情，都是我们动画师做出来的。”26岁
的舒丽告诉记者，电影中哪吒那种雅
痞走路的模样，就是通过他们的手表

现出来的。可是这份听上去还比较有
意思的工作，要制作出精品也并不
容易。“我印象最深刻是做敖丙变身
的那个，那是我们组长熬夜做了一
个多月做出来的，甚至还找了很多
参考。”

电影获得的口碑很不错，这也
让舒丽很感慨，“我觉得中国还有
人这么努力地去做这些事，挺感动
的，也特别庆幸有饺子导演这样的
人在，我以后也会继续去做这一
块。”

今年22岁的马良蜀毕业于四川传
媒学院，参与到《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制
作时间大约有一年多，他主要负责角色
特效部分，尤其是动画角色的毛发。

马良蜀介绍，他们整个角色特效组
有十几个人，制作毛发的工程比较大。

他告诉记者仅仅只是哪吒一个角色，大
概就有一百多万根毛发，“制作起来非
常耗时间，每个至少都要返工五六次，
制作出来整个过程大概要一个月，甚至
可能要更久。”“饺子导演有时候脑洞
特别大，而且大到有可能技术方面跟

不上，比如说哪吒魔化之后的头发，他
就说要像火一样的燃烧，那个时候你
也只能靠自己的想象。”

此外，据了解，除了马良蜀，还有
近20多位四川传媒学院数媒学院动
画专业的学生参与了“哪吒”的创作。

成都可可豆的前身是业内知
名的“饺克力动画工作室”，团队
创立于 2008 年，创业之初，工作
室只有几个人，经过十年的发展
壮大，可可豆目前已拥有近百名
的员工。公司以创作顶级国产原
创动画为目标，现已成长为一家
具备创作“电影级”动画的大型动
画企业。

蛰伏四年带领近百名员工打
磨出《哪吒之魔童降世》，饺子感
触颇深，他表示：“做动画要用心，
要真诚，要能克服来自各种方面
的困难，我经常问自己，如果坚持
了那么久，最终什么都没有得到
怎么办？我的内心回答我，其实我
已经得到了很多，创造一个东西
出来的过程是独一无二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 实习生 曹凤洁 摄影记
者 张直

丁恋晶今年23岁，她以前学的是
美术设计，这一次主要负责的是动画中
的3D模型，“模型就是我们看动画之
前，它有一个固体的人物在那里，还有
它所在的那个场景，都是模型，我负责
的场景比较多。电影的每一个画面出

来，比如说里面的每一束草丛，都必须
根据每一个镜头的画面效果摆一遍。”

丁恋晶眼中的饺子导演是一个
很注重细节的人，经常会给他们提细
腻的意见，“可能那个东西它只是电影
画面的一小点点，但他还是一定要严

格把关。”提及到此次制作的不易，丁
恋晶告诉记者，每个场景的模型工程
量都很大，电影中有些涉及到中国古
代建筑的场景，他们也要搜集很多资
料，“我主要负责陈塘关的场景，当时
确认陈塘关的风格也是搞了挺久的。”

“制作耗时，每个至少要返工五六次”

“每一束草丛，都必须根据每个镜头的画面效果摆一遍”

“让所有的东西都活化，赋予他们生命力”

“创造一
个东西出来的
过程是独一无
二的”

导演饺子：

《哪吒
之魔童降
世》动画制
作人员绘
制的海报

▲《哪吒
之 魔 童 降
世》动画制
作人员正在
建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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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片中，不少观众感叹，
这个版本的李靖是最好的一个
李靖：不仅爱民如子，对哪吒也
呵护备至，甚至愿意用符咒一
命换一命。在电影中，李靖的一
句台词“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
了才算”也是唤醒哪吒“我命由
我不由天”的关键之句。

而《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出
品方“爸爸”，则是A股上市公
司光线传媒（300251。SZ）。

7月14日，光线传媒披露了
业绩预告，上半年净利润预计
同比下滑95.02%-95.97%，为
8500万元至1.05亿元，上年同
期净利润为21.07亿元。尽管去
年的高额净利是因出售了新丽
传媒27.64%股权而获得投资收
益22.66亿元，但光线传媒也曾
表示，去年下半年以来行业风
波造成很大影响，投资减少，项
目开机备案数量减少，有竞争
力影片数量不足。

即便业绩数字并不好看，
但在二级市场，光线传媒却在

近日股价连续上涨。
在这中间，《哪吒》的好口

碑不无作用。
联讯证券研报称，《哪吒》

口碑火爆，有望进一步反映到
股价。考量光线传媒不仅参与
该片制作亦有发行，初步预估
票房以10亿计，如按投资比例
为20%计算，则为2019年净利
润贡献2亿。

早在2015年10月，光线传
媒就成立彩条屋影业，垂直布
局动漫产业。彼时，光线传媒
就对外透露，当时已投资了13
家动漫公司。2018年，光线传
媒再次投资了《西游记之大圣
归来》的联合制片和制作方北
京大千阳光数字科技股份有
限 公 司（以 下 简 称“ 大 千 阳
光”）的动画公司。此外，《西游
记之大圣归来》的创作团队十
月文化，《大鱼海棠》的创作坊
彼岸天，投资人中都有光线传
媒的影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目前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刘文章表示这次获得
成功，就是一群对动画有坚持的人聚
在一起的成果，“其实动画人才这块一
直都是非常紧缺的，我们团队的成员
大多数都是一些真正爱好这个动画行
业的朋友，然后机缘巧合的原因下凑
在了一起。”

在刘文章看来，成都是一个有
人才优势的城市，“因为成都高校林

立，有很多的学生很多专业，对动漫
游戏呀这块的支持还是很大的，包
括成都的游戏产业也是在全国排名
靠前的。虽然我们动画现在体量不
是特别大，但是总会让一些有能力、
对动画有爱好追求的人，能够找到
一个落脚点，就像我们团队，可以一
起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
豪 实习生曹凤洁

“做动画要用心，创造的过程独一无二”

《《 哪 吒 之 魔 童 降 世哪 吒 之 魔 童 降 世 》》创 国 内 动 画 电 影 最 快 破 亿 纪 录创 国 内 动 画 电 影 最 快 破 亿 纪 录

独家探访成都大本营

可可豆动画所在的成都高新南区是成都市新一轮规划确定的成都市新经济活力区。这里聚集有网络
视听与数字文创企业超过600家，电子竞技、游戏、动漫、电影、音乐、文学、虚拟现实产业正在实现跨界融
合，《王者荣耀》成为本土研发的现象级手游。2018年，成都高新区网络视听和数字文创产业增加值达到
280亿元，年均增幅超过30%。近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独家探访了位于高新区的可可豆，这个热
映国漫电影的幕后制作团队比较年轻，近百人的制作团队大多数是90后。

制片人刘文章：

今年暑假档，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成为最大的黑马，票房一路高歌猛进。7月26日，国产动画电影《哪吒
之魔童降世》正式公映，上映1小时29分，票房破亿，创国内动画电影最快破亿纪录。7月27日晚，影片票房破4亿，创国
内动画电影单日票房新纪录，成为中国影史首部单日票房破2亿的动画电影。截至记者截稿时影片的票房已经破5亿，业
内人士分析，影片总票房破10亿已毫无悬念。

《哪吒之魔童降世》未映先红，在还没正式上映就受到了观众的极大关注，电影的豆瓣评分达到8.7分，超过了之前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8.3分。特别值得一提这是一部“成都造”的电影，不仅导演饺子和配音导演陈浩是四川人，电影的
幕后制作“大本营”可可豆动画影视有限公司（简称可可豆）也在成都高新区。

成都正奋力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全力打造集世界文创名城、旅游名城、赛事名城和国际美食之都、音乐之都、会展之都
于一体的“三城三都”城市品牌，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可可豆总裁、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制片人刘文章
接受红星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成都在打造“三城三都”，高水平建设世界文创名城的过程中，为像他们一样的文化创意公
司带来难得的机遇与平台，“近年来成都不仅搭建了许多文创平台，还会主动为我们提供参与的机会，让本土文创企业的
发展更上台阶。”

在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里，有
较多的四川元素令人印象深刻，不仅
有太乙真人的川普，还有青铜结界兽
的角色形象。对于太乙真人的川普，
饺子导演曾透露是做过历史考证的，
太乙真人的祖籍在四川绵阳。

此外，电影里结界兽的角色形象
也蕴含着四川的历史文化，制片人刘
文章告诉记者，设计这个形象的时候，
团队参考了成都金沙遗址的面具和广

汉三星堆的一些铜像等元素，最后的
成品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对四川和成都
有一个更深刻的印象。同时，刘文章
还表示，这些并不是故意为之，“我们
非常乐意去让大家了解到成都。其实
当时我们最在意的，还是作品本身能
不能被观众认可，就像我们的太乙真
人的川普啊、结界兽啊这些，都是可
以增强我们观影感受的，我们就毫不
纠结地用在了电影里面。”

谈到当初为何选择在成都成立
工作室，刘文章表示其实当时创业之
初也有很多来自北上广的邀请，但是
他和饺子一致认为成都的环境更加
适合动画创作，“像我们这种需要潜
心创作的团队，在成都生活不会有太
大的压力，环境比较重要。再就是成
都的文化底蕴，在这里接触到的所有
东西，都会潜移默化地感染你。在成

都让我们的这些制作者比较安心。”
刘文章表示。

说到成都的创作环境，刘文章告
诉记者在这里可以让动画创作者们保
持比较稳定的创作状态，“比如说以前
在北京上海大城市里打拼的一些成员，
想要在那边安家是比较难的，但是想在
成都安家是比较现实的，这就能让他们
更加投入到我们的创作当中来。”

《哪吒》为何点燃暑期档？

来扒一扒哪吒“全家”
“我命由我不由天！”这个周末，画着烟熏妆的哪吒火遍

了各大网络。
前期宣传并不充分，《哪吒》为何成为今年暑期档的“黑

马”？7月28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扒”了哪吒全家，探
讨“过气网红”哪吒重新点燃暑期档的原因。

在观影后，记者发现，这个
现象级的哪吒和以往的哪吒形
象都不太一样：在电影的画面
中，哪吒不仅有着大黑眼圈，还
画着宽宽的眼线，被网友戏称
为“烟熏妆”。

此外，哪吒故事的精神内
核也被主创团队做了一定的修
改。经典的哪吒故事中，“割肉
还母，割骨还父”，对父权的抗
争是哪吒成为英雄的原因。但
在2019年的哪吒故事中，哪吒
在对战敖丙、拯救陈塘关百姓
时说：“别人的看法都是狗屁，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这是爹教我的道理。”

点映阶段，这个改编引发了
一定的争议。但有业内人士告诉
记者，无论如何改编，哪吒都是
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受欢迎的最
大IP之一。“哪吒的故事本就很
有讨论的价值，此前，很多人在
哪吒的故事中看到了反抗‘愚
孝’，这本身就是一种颠覆，《哪
吒闹海》的口碑也一直很高。而
新版哪吒又开始和自己身份抗
争，这样的处理也让哪吒IP本身
有了新的话题度。”该人士分称。

““黑化黑化””哪吒哪吒 VSVS 经典哪吒经典哪吒：：

“我命由我不由天”

提起《哪吒》，自然不得不
提起《哪吒》的导演饺子。

饺子原名叫杨宇，出生于
1980年，四川泸州人，毕业于华
西医科大学药学院。

故事里，李靖的夫人殷氏
生哪吒用了整整三年，一手一
个鸡腿说着“再生不出来，我砸
了这破庙”的样子让网友夸赞
不止。而饺子“生”哪吒，则用了
整整十年的时间。

在饺子的豆瓣词条里，只
有三部作品。除了《哪吒》，还有
2008年制作的《打，打个大西
瓜》和2013年制作的《老板的女
人》。追溯到2008年，16分钟的
动画短片《打，打个大西瓜》，一

经发布即火遍全网，先后获得
三十余个奖项。

不过在这此后的十年，饺
子几乎销声匿迹。据悉，在这十
年里，也有多家公司找到饺子
寻求合作。但有的公司并无相
关动画制作经验，甚至有的“投
资人”并无任何资金，在遇到彩
条屋之前，饺子几乎都在单打
独斗。

不过，影片上映后。该片的
特效为观众津津乐道，被观众
认为是国产动画的诚心之作。
哪吒的黑眼圈造型被吐槽的同
时也得到了认可，更显“混世魔
童”的气质和不被陈塘关百姓
所认同的背景。

哪吒妈妈殷氏哪吒妈妈殷氏 VSVS《《哪吒哪吒》》妈妈饺子妈妈饺子：：

“再生不出来，我砸了这破庙”

哪吒爸爸李靖哪吒爸爸李靖 VSVS《《哪吒哪吒》“》“爸爸爸爸””光线传媒光线传媒：：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元素元素
“有四川元素，希望大家对成都有更好的印象”

□□环境环境
“成都的安逸环境，更适合我们创造者”

□□优势优势
“相比全国，成都有动画人才的优势”

成都能让我们安心创作
“这里的文化底蕴和生活环境能潜移默化感染你”

《哪吒
之魔童降
世》动画制
作人员建
立的模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