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学术队伍的样貌，我们都应该相信，中国儿童文

学研究的未来景象，将会更加广阔和丰富。

另外，我们还可以发掘更多有价值的研究领

域，其中，有关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的研究特

别值得我们关注。近年来出现的儿童出版的“民

国潮”，进一步推动了学术界研究民国早期小学

语文教育的“儿童化”问题。这是小学语文教育

发展的一个新契机，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参与

教育实践的一个新契机，两者的合作必定会开拓

出一个广阔且富生机的学术疆域。

2012 年度中国儿童艺术学

研究述评

常 立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2012 年度儿童艺术学研究有相对集中的关

注热点，可概括为三大关键词:视觉真实、数字技

术、民族化。三大研究热点之外，对视觉真实所营

造的“幻象”的意识形态批判，对数字技术之外艺

术本身的审美批评，对民族话语所包蕴的个性话

语的理论阐释，则几乎付之阙如。以下从这三个

方面来评析 2012 年度儿童艺术学研究的成就与

不足。

一、视觉真实与真实的荒漠

1992 年米切尔首次提出一个新的术语“图画

转向”(pictorial turn)，在学界引起广泛影响，似乎

一个“视觉时代”已然到来，相应地，哲学美学的

“视觉转向”似乎也已水到渠成，而日趋成熟的

“语言转向”模式似乎已经落后于时代了。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对“视觉文化”的忧思早已

有之，1913 年匈牙利电影理论家巴拉兹就提出

“视觉文化”这一概念，认为电影的诞生“复活”了

视觉文化;1936 年本雅明在就“技术复制时代的

艺术作品”作分析时表露出感受到的来自图像的

压力;1938 年海德格尔对“世界图像时代”表示忧

虑;1967 年法国“情景国际”运动的领导者居伊·

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提出:影像成为社会关系的

中介，社会生活由大量景观堆积而成……所有这

些思考已经在对“视觉转向”提供不间断的反思

性认识。其次，米切尔提出“图画转向”的本义并

非是要取代“语言转向”，而是在图画长年受语言

压抑而被漠视的情境下提醒人们关注图画自身的

美学特质与文化价值，他致力于重构新的“图画

理论”，以“帮助图画摆脱语言的控制、摆脱一直

以来所处的劣势地位，从而获得与语言平等的话

语权”(徐丽娜《米切尔与图画转向》，载《同济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3 期)，他提出“文

本是文本图画”、“图画是图画文本”，提倡图画和

文字的同质、平等而不是非此即彼的竞争关系。

综观 2012 年度儿童艺术学研究领域的成果，

可以明显看出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化形态占据主导

地位的“视觉转向”特征，儿童影视动漫方面的研

究成果数量最丰，且主要集中于视觉文化研究，即

使在神话研究领域也以图像为关注中心，如程万

里的《汉画伏羲女娲图像艺术学研究》( 载《艺术

百家》，2012 年第 7 期)、刘芊的《汉代伏羲擎日、

女娲举月图像建构研究》( 载《装饰》，2012 年第

11 期)等。

在诸多的视觉文化研究中，尤以“视觉真实”

最受瞩目。李全胜的《创作“真实”的视界———

从〈阿凡达〉到〈泰坦尼克号〉谈立体制作技术》
(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2 年第 3 期) 综合

比较分析了三种立体技术的优缺点，具体论述了

如何利用立体制作技术来创造视觉真实感。孙振

涛的《视觉真实:作为 3D 动画美学特质的确立》

一文厘清了 3D 动画、三维动画、立体电影等容易

混淆的概念之间的差异，明确指出视觉真实感是

3D 动画最重要的美学特质，也是 3D 动画美学得

以存在的合法性根基。他指出:“真正构成动画

接受障碍的是视觉之‘假’”，“小孩子容易完成对

动画影像的接受”，但大部分成年人会对其“形成

直接抵触心理”，“由视觉之‘假’到心理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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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生硬的、被强迫性的过程，需要活跃的想

象力的主观参与，但是对于大部分成年观众来说，

这种强制性的主观参与往往成为一种负担”，而

“视觉真实感的彰显使 3D 动画能够突破传统动

画的接受障碍，与实拍电影站在同一个平台进行

竞争”(孙振涛《视觉真实:作为 3D 动画美学特质

的确立》，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2 年第 5

期)。沿着孙振涛的学术理路再进一步，我们不

禁要问:这种以视觉真实感淡化甚而取消了艺术

假定性 的 美 学 特 质 价 值 何 在? 那 种 因 视 觉 之

“假”使得儿童易于接受但成人难以接受的传统

动画是否失去了价值? 笔者认为，艺术的假定性，

是我们认知艺术同时不失独立自我的先决条件，

消除了这种假定性，是以消除艺术或者消除自我

为代价的。即使欣赏最“逼真”的艺术作品，我们

也知道其为“虚构”，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以处

理好“作者—文本—世界—读者”之间的关系，才

可以更好地认识世界同时也认识自我。而以视觉

真实感为特质的 3D 动画美学，实际上存在剥夺

和压制观众的想象力和理性思考能力的可能性，

它有至少两个方面的危险性:一是将 3D 动画变

为纯粹的娱乐而非艺术;二是将观众变为思想和

想象的傀儡而非独立个体。在这两种情况下，视

觉真实感都将成为遮蔽真实的帷幕，越是逼真的

视觉效果，越是暗地里将我们抛置于真实的荒漠。

因而研究者很有必要在对视觉真实进行技术分析

之余，也对之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穿越消费文化的

意识形态幻象，将真实的荒漠暴露出来。

二、技术热与艺术冷

2012 年度儿童艺术学研究呈现出技术热的

态势，尤其是有关数字技术的研究遍及多个领域。

苏锋、苏少锋的《当前国际动画教育的现状及其

形成机制》(载《艺术百家》，2012 年第 2 期) 总结

了影响各国动画教育发展的两个因素———技术融

入性和成长差异性，其中“技术融入性推动了各

国动画 教 育 的 普 及”。唐 忠 会 的《运 动 着 的 身

体———动画电影的“生命化”叙事》(载《北京电影

学院学报》，2012 年第 5 期) 指出“随着计算机图

形技术的不断发展，仿真表演在动画电影中运用

得越来 越 广 泛……开 辟 了 动 画 电 影 的 全 新 领

域”。袁超、李惠芳的《浅析 3D 立体动画对儿童

的人文关怀》(载《当代电影》，2012 年第 9 期) 基

于 3D 动画的技术特性来分析其引起儿童观看不

舒适感的原因，并分析国外立体动画制作中关于

调试画面舒适度与控制画面运动稳定性的具体经

验与方法。章立的《从人文向度看数字动画的技

术属性》(载《当代电影》，2012 年第 9 期) 分析了

数字技术的运用带来的创作局限，指出“在数字

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动画创作的主体必须要强

化作品的主观创作意图，以创作主体的人文精神

驾驭日益强势的客体技术”。这一立论在呈现出

技术热态势的诸多研究成果中颇显新意，是难得

的既关注技术属性又关注艺术问题的成果。当

然，用大而笼统的“人文精神”去解决我国当代动

画的艺术问题是否可行仍需进一步商榷。盘剑的

《2011 年度国产影视动画发展述评》( 载《当代电

影》，2012 年第 3 期)也指出影视动画在技术发展

推动下的表面繁荣背后的隐忧:一是“模仿横行”

与原创力贫乏;二是口碑和市场反馈的脱节;三是

“动画本体性”和动画语言的缺位。但文中对影

视动画作品的评价以市场反馈为主要依据，票房

数字几乎成为艺术水平高低的衡量标准。

由上可知，2012 年度儿童艺术学研究特别关

注儿童艺术的技术属性和技术发展，在对技术集

中关注的背后，体现出研究者对消费文化而非艺

术的广泛认同。在研究对象方面，迪斯尼动画成

为研究者不约而同的优先选择，而其他国家艺术

价值更高的作品则被忽视(例如 2011 年的法国动

画片《画之国》)，或多或少呈现出以票房高低作

为研究导向的一种倾向(例如艺术价值相对较高

但票房较低的《藏獒多吉》就受 到 研 究 者 的 冷

落)，这体现出一种功利主义的研究态度。相应

地，关于儿童艺术作品的外部研究较多，内部研究

较少，强调非功利的审美批评在研究成果中为数

寥寥。倘若艺术研究长此以往，将更不利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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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对艺术的感知力和判断力，更不利于高质量

艺术作品的诞生和传播。研究者很有必要进一步

厘清技术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就此笔者以为，未来

技术将越来越艺术化，艺术将越来越技术化，两者

走向融合而非厚此薄彼才是双赢的局面。

三、民族元素的关注与对个性话语的漠视

2012 年度儿童艺术学研究的另一个热点是

儿童艺术的民族化问题。这是一个经久不衰的长

青话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成为众多研究者言说

的对象或钻研的动力，它涉及到中国儿童艺术的

身份认同、创作方法、发展方向等诸多方面。黄会

林、李明的《第三极文化:中国动画的“母乳”———
“第三极动漫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载

《艺术百家》，2012 年第 3 期) 提出第三极动漫文

化的学术构想，旨在挽救我国文化当前的没落乱

象，所谓“第三极文化”即美国文化和欧洲文化之

外的中国文化，该构想强调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

形成文化认同，守望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以中国

人的情感及情感表达方式去表现生活，以此“争

取文化交流的话语权，不断用气大道正的动漫产

品去赢得世界的‘文化认同’”。徐金龙、叶继平

的《回归民间文学传统:国产动漫困境中的突围

之策》(载《文化遗产》，2012 年第 3 期) 将民间文

学视为国产动漫的源头活水，将外来动漫对中华

民族元素的利用视为对中华民族文化资源的掠

夺，对当前动漫产业背弃民间文学传统因而对外

丧失话语权力沦为附庸表达了忧虑，并指出国产

动漫必须“以内容为王，重塑民间文学传统”。杨

明的《美国动画片中对异域文化再现的探究》(载

《文艺研究》，2012 年第 4 期) 则取经美国从反向

提出“任何一部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都离不开其

内在的民族特性的限制，在作品中更会自觉或不

自觉地流露出某些民族特征”，因此国产动漫主

创人员应当博采本民族和一切外来文化之长，勇

于颠覆，大胆创新。

以上研究或者高屋建瓴尝试建构学术体系，

或者反思儿童艺术现状以提供解决策略，均注重

民族元素在儿童艺术中的运用，不同的是，有的学

者持文化冲突立场把民族化视为抵抗外来文化入

侵的救赎之道，有的学者持文化融合立场强调融

外来文化和民族文化于一体才是中国儿童艺术发

展的康庄大道。历史地看，类似的有关民族化的

争议自“五四”以来就不绝于耳。笔者想指出的

是，民族化包含外在的民族风格与内涵的民族精

神两个层面，无论哪个层面都不应当仅仅被抽象

归纳与简单概括———比如将民族风格概括为汉

服、古 乐、水 墨 等，将 民 族 精 神 概 括 为“愚 公 精

神”、“屈原精神”、“汶川精神”等( 康修机《扑朔

与迷离———走出动画民族化的误区》，载《装饰》，

2011 年第 8 期)，而应当将其放诸具体的情境中

去理解。就中国动漫而言，应当将故事视为第一

性的，只有合乎故事的整体性要求、使故事更丰富

完满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精神，才能被视为有效的

民族化，而民族精神也不能被武断地理解为截然

不同于欧洲、美国的中国精神( 比如欧美重个人

主义，中国就非重集体主义不可)。不同民族的

民族精神固然不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每个民

族的民族话语中都蕴含着个性话语———把现代意

义上的个性自由作为实现民族国家独立的精神资

源，把民族文学作为表达个性和个性解放的文化

资源，唯有在儿童艺术中呼唤、发现周作人所指称

的“独立的人格”———能与异物对抗并表现个体

的道德与力量( 周作人《神话的辩护》，载刘绪源

辑笺《周 作 人 论 儿 童 文 学》，海 豚 出 版 社，2012

年)，唯有让“民族的”与“现代性”接壤，才能真正

产生创造的力量进而实现真正的民族化。

综上所述，在消费文化和技术主义蓬勃发展

的环境背景中，2012 年度的儿童艺术研究喜忧参

半，喜的是对前沿的问题更加关注，对技术的研究

更加深入，对现实的反思更为切迫，忧的是知识分

子的批判立场、对艺术本体的关注和对个性话语

的倡导仍有待加强。愿新的一年，儿童艺术学研

究领域能够涌现更多元、更深入、更有学理与实践

价值的丰硕成果。
(责任编辑 钟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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