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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环境、工作模式与艺术生产

———上海Ａ电影厂的艺术兴衰史

严　俊　乐鹏举

提要：基于贝克尔的“艺术集体行动”理论，本文从宏观制度环境和微观

工作模式两个层面探讨了上海 Ａ电影厂的艺术生产变化，试图回应艺术社
会学的重要议题———社会经济结构与艺术生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国

家强力控制的“黄金时期”，稳定的资源保障和艺术惯例共识塑造了共同体

内的集体行动，促使创新大量发生；改革后，原有国家支持体系逐步消失，分

裂的工作模式导致艺术共同体逐渐瓦解。上海Ａ电影厂在向现代文化产业
的转型过程中，艺术创作随之失去特色而流于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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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社会学已经成长为当代学科体系中具有独特视角与问题意识

的分支方向。不同于传统美学对“何为艺术”的关注，它聚焦于“艺术

何以可能”，尝试厘清艺术与社会历史语境的关系。美国社会学家霍

华德·贝克尔（ＨｏｗａｒｄＳ．Ｂｅｃｋｅｒ）从合作维度提出“艺术集体行动理
论”（ａｒｔａ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解释了艺术生产、分配与审美过程何以在
社会结构中发生（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８２），这对艺术社会学的中国经验研究具
有启示意义（严俊，２０１０）。从该视角出发，本文分析了新中国的一个
重要文化案例———上海Ａ电影厂，试图丰富经典理论的意涵：一个与
国家变迁休戚相关的艺术群体如何建构适应性的工作模式，并最终形

塑了多样化的生产结果。

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１日，上海Ａ电影厂（以下简称“Ａ厂”）在原上海电
影制片厂美术片组的基础上正式组建，成为新中国首家、也是唯一一家

创作美术电影的单位，其垄断地位持续至１９８６年（鲍济贵，２０１０）。从
承担宣传任务的文化单位，到改革开放后中外合资的典范（顾光青等，

１９９１），再到２００１年作为子公司并入上海电影集团，Ａ厂经历了曲折的
变迁。但与众多因市场化改革获得生产力解放的成功案例不同，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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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有着更为复杂的逻辑。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Ａ厂的经济效率
获得巨大提升，无论产量和市场收益规模都远超国内同行（鲍济贵，

２０１０）。可如果从艺术成就与文化影响力角度重新审视“效率”，其改
革成果不仅乏善可陈，甚至显得过分平庸（杜秀玲，２０１１）。事实上，经
济与文化收益的错位并非阶段突变的产物，其原因根植于 Ａ厂的完整
历史之中。

本研究将Ａ厂 ６０年的历程划分为“黄金时期”（１９５７－１９７６年）、
“转型时期”（１９７７－１９８８年）、“平庸时期”（１９８９年至今），①从宏观制
度环境与微观艺术集体行动两个层面来讨论其兴衰历程，进而揭示艺

术生产与政治／经济结构间的复杂联系，探讨制度土壤如何形塑艺术家
群体的艺术惯例与集体行动，并最终影响艺术生产结果。

一、研究综述：“民族化”或“市场化”之殇

Ａ厂自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迅速“平庸化”引起了包括美
学、电影史、文化产业等诸多领域研究者的兴趣。在回顾辉煌历史的同

时，学者们讨论了Ａ厂动画走向没落的美学与组织层面的原因，内容
集中于“民族化”风格的利弊和市场化转型困境。基于对既有研究的

梳理，本文试图说明引入艺术社会学分析思路的必要性：Ａ厂的兴衰既
非单纯的艺术风格选择与流变的结果，也不同于一般企业的市场化转

型过程；只有深入分析特定制度环境中的工作模式及其变迁，才能解释

不同时期作品所呈现出的复杂政治、经济与艺术结果，进而准确理解Ａ
厂“衰退”的内涵。

（一）作品视角分析：“民族化”风格的利与弊
强调作品风格的影响是美学与动画电影史研究的共同特征。这类

研究认为，根植于传统文化和艺术中的民族风格是Ａ厂在“黄金时期”
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动画学派”获得国际声誉的根本原因。这一风

格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发展，到 ８０年代达到巅峰（范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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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基于作品的“文本分析”，多数研究者认为，从中国民族文化中
发掘动画创作的可能性还远未穷尽（王磊，２０１３；马风清，２０１６；时春
风、王馨，２０１６）。因此，Ａ厂遭遇危机的原因在于放弃民族风格和技
法、盲目迎合市场，导致作品千篇一律（钱建平等，２０１３）。尤其是９０
年代的系列剧作品，因“西化”而迅速流于平庸（李少林，２０１２）。

同样基于作品分析，也有研究对“民族化”的影响持不同看法。一

类研究认为“民族化”探索历经数十年已进入“内卷化”状态，经典风格

损害甚至遏制了年轻一代的创新（张耕云，２０１０）。另一类研究从传统
风格与当代审美的错位来分析过度“民族化”的负面影响。无论是题

材的道德宣教化（范玉欣，２０１１）还是创作观念与电影手法的落伍（颜
慧、索亚斌，２００５；肖路，２００８），都造成作品与当代潮流相悖，丧失市场
吸引力。

应当看到，从“民族化”风格切入的研究丰富了关于Ａ厂不同时期
作品特征的理解；“内卷化”或审美错位等看似矛盾的结论也在一定程

度上体现了历史事实。但作品特征是“兴衰”的结果，而非变化的内在

原因。从艺术社会学角度来看仍有大量机制性问题尚待解答：为什么

Ａ厂建厂之初会选择“民族化”道路，并成功实现持续创新？在市场化
背景下，为什么Ａ厂创作群体没有找到扬弃传统的办法？因此，深入
艺术生产的现实过程，分析社会体制与艺术结果的关系显得尤为必要。

（二）产业转型视角分析：市场化进程中的问题
与基于作品视角的讨论截然不同，产业转型视角下的研究倾向于

将改革的一般影响应用于对 Ａ厂的分析。第一类研究关注了原有生
产体制破裂造成的后果。有学者指出，Ａ厂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转为
混合所有制企业，统一调配的状态被改变，带来管理与生产混乱（顾光

青等，１９９１；周涛，２００８）。同时，“来料加工”业务与计件工资制的引入
导致员工收入差距扩大，不公平感蔓延下生产队伍严重流失，进而造成

内部合作趋于混乱、创新能力衰退（朱可，２００５；鲍济贵，２０１０）。
转型带来的第二类问题在于企业管理者矛盾的市场定位。研究者

指出，Ａ厂在改革初期未能真正面对市场需求，为国外动画侵入制造了
机会（杨帆，２００８；陈可红，２０１１）。随着竞争日益激烈，决策层盲目效
仿美、日动画商业模式，导致品牌传统断裂（易家玉，２０１１）。

第三类研究将问题聚焦于现代企业制度。研究者认为，虽然２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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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９０年代中后期Ａ厂基本完成了市场化，但仍未获得高效的运营与
管理能力，计划经济思维、配套政策与行业规范缺失等问题制约着企业

发展（张璀，２００３）。时至今日，Ａ厂也未能建立具有成熟文化工业特
征的现代企业制度（黄永林、徐金龙，２０１１）。

毫无疑问，Ａ厂的变迁体现了市场转型的通行特征。但从组织管
理或文化产业切入的外生解释却有可能陷入与“作品分析”相反的困

境：忽略艺术作为商品的社会建构性（思罗斯比，２０１１），将艺术的生产
与分配视为狭义的市场过程（Ｇｒａｍｐｐ，１９８９），从而得到正确但过于简
化的结论。生产组织涣散对 Ａ厂造成的影响绝不仅仅在于转型期人
力资源的短暂困境，而是摧毁了延续的艺术共同体传统。即便后来劳

动力实现了有效市场供给，艺术生产的结果业已大相径庭；其次，管理

者矛盾的市场选择并非决策失误的结果，而是工厂内部创作观念分裂

与群体冲突博弈的表现；最后，即便存在通用的高效现代企业制度，它

也不一定必然带来艺术收益。事实上，Ａ厂在成功克服经济转型阵痛
后，却陷入了声誉持续衰退的境况。笔者认为，分析这一问题尚需新的

理论工具。

二、基于“艺术集体行动”的分析框架：

　制度环境、工作模式与艺术生产

本文将在贝克尔“艺术集体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包含宏

观制度环境与微观工作模式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探讨 Ａ厂变迁的动因
与结果。

（一）从“艺术体制论”到“艺术集体行动”：集体行动、惯例、资源
２０世纪初，现当代艺术迅速发展迫使学术界将“艺术的本质”问题

重新置于争论中心。不同于黑格尔（１９９７）、海德格尔（２００４）等学者的
思辨讨论，５０年代以来的分析哲学界诞生了 “艺术体制论”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ａｒｔ），逐步模糊了艺术研究领域中哲学与社会学
的边界。受到维特根斯坦关于日常语言分析的启发，艺术体制论者认

为单一的艺术概念并不存在，即不可通过事前的逻辑界定艺术，但日常

用语的使用者依然可以理解并交流。因此，艺术产生、界定与被感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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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授予其身份的社会体制（Ｄａｎｔｏ，１９６４；Ｄｉｃｋｉｅ，１９７４）。虽然这
类研究的问题意识依然停留在艺术的身份来源与评价标准，却从视角

与分析方法上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那些看似跟核心创作、思想观念与

审美价值等抽象概念无关的社会过程与角色，同样对艺术创作的方式

与结果产生着重要影响。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霍华德·贝克尔提出了“艺术集体行动”理
论（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７４），用以分析真实世界中的艺术是如何产生并传播的。
在贝克尔看来，艺术并非天才人物的创造，而是多方行动者集体合作的

结果；集体行动的组织方式、观念来源、传播渠道和社会艺术认知均受

到制度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严俊，２０１０）。他随后提出了三个分析维
度：（艺术）集体行动、（艺术）惯例和资源（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８２）。

首先，艺术是集体行动的产物。虽然艺术家对作品有较大的影响

力，但合作者同样参与形塑了最终结果；正如良好合作会使艺术生产顺

利，冲突则会干扰甚至阻断艺术生产；集体行动中的分工方式并非一成

不变，艺术发展或外部条件变化都会导致既有格局改变。

那么，为何协作能够有条不紊？贝克尔指出这是因为参与各方持

有一套共识性规则，即“（艺术）惯例”（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艺术惯例分布广
泛：从范围上看，涉及艺术集体行动中任何一组合作关系；从层次上看，

弥散于从具体行为规范到抽象审美、价值观念等各个领域。与合作的

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样，整合良好的惯例体系能够保障艺术生产顺利进

行，而当它出现裂痕，艺术生产将难以为继。

最后，资源构成了艺术界运转的基础。从人力资源来看，协作者类

型、质量与数量会影响艺术的呈现结果；从物质资源来看，艺术生产乃

至艺术家的生活维系都需要社会经济体系提供支持；从观念资源来看，

艺术教育与传播约束了艺术创作的可能性。

概而言之，“集体行动”是艺术产生的现实原因；这一过程需要特

定的资源支持，并通过内化艺术惯例的引导实现有序运行。Ａ厂在过
去６０年中的剧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差异化艺术生产结果能在该思路下
得到解释。不过对于细化的经验研究而言，该理论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虽然贝克尔指出了三个重要的维度，并借助丰富的案例说明了其

内涵，但这种如他所言的“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ｉｎｇ”分析（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８２）尚未清晰指
出变量关系，缺乏对具体作用方式与演变机制的讨论；其次，贝克尔注

意到不同维度间存在交互作用，但在论述中通常采用“一事一议”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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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作补充性说明，并未针对一个研究对象建立整体分析框架；再次，贝

克尔强调自己的理论并非“功能主义”（不试图证明某种惯例的产生源

于它对维持集体行动的“有用性”），但也没有明确给出艺术冲突与变

迁的解释机制；最后，贝克尔显然低估了国家作用的复杂性。它不仅能

够充当旁观的艺术资助者与管理者，还能深度参与到惯例的形成与变

化过程中，并在特定时期成为集体行动的强大激励来源———这正是 Ａ
厂故事的重点所在。

（二）思路与分析框架
本研究认为，制度环境和工作模式共同影响了艺术生产的结果

（见下图）：从宏观层面来看，由国家或市场构成的制度环境以“合法性

约束”的方式分别形塑了工作模式中三个因素的边界与可能性（机制

①、②、③）；艺术生产者在允许范围内形成特定的资源获取和惯例，①

二者共同决定了集体行动的静态与动态特征（机制④、⑤）；最终导致
了某种艺术生产结果（机制⑥）。结合Ａ厂的经验资料，以下首先介绍
变量的意义和操作化指标，然后简单描述它们之间的联系机制。

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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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变量意义与操作化：制度环境、工作模式、艺术生产结果
本文从“基于宏观政治与经济环境的文化政策”与“文化产业市场

规则”两个维度来描述“制度环境”（初始自变量）。改革开放前的“黄

金时期”并不存在文化产业市场，作为文化单位的 Ａ厂只受到国家文
化政策的约束。这类文化政策直接反映特定历史阶段的国家政治需

要，并与同时期其他政策／制度安排具有同源性。① 改革开放后文化产
业市场从无到有，逐步成为影响“转型时期”Ａ厂新的结构要素。内容
包括作为自负盈亏市场主体的观念、以自由竞争为核心的市场规则以

及追求效率至上的现代企业制度等。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改革后的市

场化进程同样受到政策的影响，但仍可拆分出针对企业的单纯市场规

则作用。

基于贝克尔的理论，本文从资源获取、惯例与集体行动这三个方面

对“工作模式”（中间自变量）进行描述。其中，资源获取包括资金与劳

动力来源，辅助性技术支持以及艺术产品的发行与传播渠道等方面；惯

例主要体现为生产的总体目标（大原则）与创作观念（工作文化）；集体

行动则包括静态组织架构和动态工作流程。与贝克尔思路不同，本研

究并未强调三者之间的持续均衡，而是试图借助细分框架说明“分裂”

从何而来———这正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Ａ厂故事的主旋律。
为了更好地描述复杂的“衰退”，本文选择了较为宽泛的指标来描

述“艺术生产结果”。与通常情况下艺术家或艺术组织持有的“艺术声

誉—市场收益”双重偏好（严俊，２０１０）不同，作为文化单位的Ａ厂的生
产结果中还应包含政治收益，并可通过上级部门表彰和工作总结来测

量。关于“艺术收益”的操作化可能引发争议。我们避免笼统使用美

学价值等主观抽象概念，而是采用了作品（主题、风格与表现手法的）

多样性、原创性、完整性和艺术声誉（专业奖项和公众看法）等外在指

标。前者表征艺术创新的效果，后者体现主流社会评价。

２．关于联系机制的初步描述
制度环境对于工作模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合法性约束或引导。

（１）就资源获取而言（机制①），“黄金时期”的 Ａ厂具有计划经济单位
和文化宣传部门的双重身份，这使得它能够获取财政、人事安排和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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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政策全面体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般特征。而在改革开放后，

市场化规则逐步成为其核心。



的全面支持。改革开放后，市场转型压力促使其逐步丧失国家直接支

持，转而学习如何在竞争中自给自足。当然，“国家退场—市场主导”

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波折并延续至今。（２）在不同时期，Ａ
厂的生产组织过程（集体行动）均表现出对制度环境的合法性模仿

（机制②）。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模式建立“准师徒制”到市场
化后期模仿文化产业的标杆（迪士尼模式）都是如此。当新旧转型期

出现失范危机时，厂内的群体分裂就具备了条件。（３）惯例受到的影
响相对复杂，集中体现了艺术生产的独特性（机制③）。一方面，国家
或市场给定了不同的生产目标：“黄金时期”Ａ厂的首要任务是全面
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即以动画来培养社会主义新儿童，展现中华民族

文化自信。改革开放后，重点转为（政治红线以内）尽可能扩大市场

收益。但是，二者都没有严格规定艺术创作的具体观念与审美选择。

这使得艺术工作群体在遵循目标合法性硬约束时，仍然具有一定的

观念自由度。有趣的是，Ａ厂的历史似乎给出了某种挑战“市场优
势”的反例：恰恰是在国家力量主导的时期，艺术家群体形成了更强

的创新共识。

制度提供的合法性并不足以塑造集体行动的全貌，资源（尤其是

人力资源）和惯例的配套支持必不可少（机制④、⑤）。这种支持在 Ａ
厂的“黄金时期”和“平庸化时期”相对统一（尽管效果差别巨大），促

使工作模式内部的三个要素间达成了稳定的均衡，分别表现为“国家

保障与约束下的艺术共同体不断追求创新”和“深度市场化后的现代

文化企业关注短期收益”。“转型时期”的情况则大不相同。改革之初

的Ａ厂一方面开始面对财务与竞争压力，传统单位的薪酬制度难以吸
引或留住人才，另一方面生产的政治、艺术与经济诉求并存带来了剧烈

的观念冲突，最终造成了艺术共同体和工作方式的分裂。

工作模式对艺术生产结果的影响通过集体行动直接达成（机制

⑥），这正是贝克尔理论的原意。在明确以上联系机制后，这一过程将
得到更清晰的阐释。在建厂至１９７６年的“黄金时期”，Ａ厂建立起单
位内的“准师徒制”，强化生产与学习过程中的共同体模式。通过不断

探索新片种和艺术表现形式，符合国家政治需要的现实主义民族化风

格逐步确立，作品呈现高度的原创性、多样性和完整性，一个不同于欧

美、日本动画的“中国动画学派”初具雏形，并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

认可。原本稳定的艺术共同体在“转型时期”被打破，工作方式和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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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为传统艺术片与商业加工片两大阵营。该时期的作品呈现明显两

极分化：一方面，作为国家文化形象的民族动画发展至全新高度，迎来

了艺术声誉最后的辉煌；另一方面，多种商业片从出现到壮大，在获得

可观经济收益的同时，类型与风格也趋于单一、模仿。“平庸化时期”

是Ａ厂适应市场的延续和深化。随着现代企业组织彻底取代艺术共
同体，生产方式呈现文化产业分工特征。虽然作品的市场收益大幅提

升，但民族化与创新探索趋于停滞，艺术声誉丧失殆尽。

工作模式对艺术生产结果的影响通过集体行动直接达成（机制

⑥）。在明确以上联系机制后，这一过程将得到更清晰的阐释。基于
丰富的史料，①后文将指出：不同时期艺术生产结果出现巨大差异的原

因在于其背后或均衡或分裂的艺术集体行动。

三、“黄金时期”（１９５７－１９７６年）：国家保障与
约束下的艺术创新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事业的使命在于政治宣传。依赖国家财政

支持与人事安排，Ａ厂建立了以政治需要为创作指引、以“准师徒制”
为基础的合作团队，并在生产互动中形成了默契的艺术共同体。艺术

家们在政治约束下持续创新，积极探索“民族化”风格，造就了蜚声国

际的“中国动画学派”。

（一）社会主义文化单位中的艺术共同体
１．国家保障的资源供给体系
（１）以计划体制和政治支持保障资金。由于动画电影在儿童革命

教育方面的作用，原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片组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并

于１９５７年独立组建为上海 Ａ厂，享有完备的资金保障。以成本最高
的水墨动画为例。一般动画短片根据时间长短拨款三万元到五万元不

等，而水墨动画每部成本在３０万元以上（郭梅，２０１５）。尽管如此，历
任市级领导的支持使这一创新从未受困于资金问题（上海美术电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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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研究涉及的历史资料一部分来源于既有文献（包括厂志、研究专著和媒体报道），另一部

分来自于针对不同年龄段的Ａ厂工作人员的深度访谈。



片厂编，１９８７）。总体来看，影厂在整个“黄金时期”几乎也没有因经费
而影响过生产（李娟，２０１５）。

（２）人才分配制和单位调动。建厂之初，Ａ厂依托苏州美术专科
学校、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等院校分配来的约２００名毕业生，建立起一支
高素质人才队伍（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编，１９８７）。另一条重要途径则
是单位间人员调动。这类安排并非都是事先计划，有时也会因特别任

务临时发生，充分体现了行政意志主导的单位制下的人才流动。电影

作曲家ＳＪＤ回忆了他所经历的调动：

因为上海Ａ厂实在缺少作曲的人手，所以我从这一年（１９５８
年）起，就被借调到了上海 Ａ厂。但是有时我又回到北京……
１９５９年底，上影厂一定要把我调回上海，还派人亲自来北京找到
北影厂的领导，商讨我的去留问题，为此还开了几次会……１９６０
年初，我举家迁往上海……调入了上海Ａ厂（苗禾等，２０１１）。

（３）体制内技术支持。复杂的现代艺术创作过程需要大量的辅助
人员（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７４），动画电影尤其如此。上海电影技术厂是当年归市
电影局统筹的多家单位之一，为 Ａ厂创新提供了包括彩色胶片冲印、
字幕制作等多项技术革新。１９４９－１９８０年，该厂共洗印美术片 ２０７
部，全部来自Ａ厂。

在电影音乐制作上，Ａ厂也获得了其他文化单位的支持。在创作
《渔童》音乐时，ＳＪＤ先后得到了沪浙多家单位的帮助（苗禾等，２０１１）：

我（受当地文化部门推荐）到了舟山群岛的渔村去体验生活，

搜集到不少带有渔村色彩的音乐，这些为我创作《渔童》的音乐帮

了大忙……张骏祥的夫人周小燕女士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

任，她推荐了一个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的学生演唱影片的序歌部

分……主题歌《渔童之歌》的演唱者，是由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的吴

校长介绍的一个叫朱家珍的小女生，这首歌曲是在上海市少年宫

录制完成的（苗禾等，２０１１）。

（４）依托行政体系的发行与放映。和故事片一样，动画片在“黄
金时期”的放映渠道也由国家统一安排。当时的发行放映体制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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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逐级建立的行政管理型电影公司，其基本框架为“中国电影

发行放映公司—省级发行公司—地方发行公司—县公司”（曹荣荣，

２０１２）。
中影公司成立后，规划建立了全国性发行网络，统一协商排片，将

全国分为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四个大区，并向各大区电影公司下达本

年度城市电影院观众指标（中国电影家协会主编，１９８２）。依托高度计
划性的渠道，从不担忧“销路”的Ａ厂迅速在全国获得了极高的观众认
知度。

２．统一的“政治—艺术”惯例体系
（１）政治化生产目标。１９４９年，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指出“美术

片主要要以少年儿童为服务对象，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他们”。同年８
月，文化部下达文件，明确指出电影的制片方针是“为少年儿童服务”

（杨晨曦，２０１６）。Ａ厂的领导者们对此高度重视，结合工作实践给出
了更具体的理解。时任厂长曾撰文指出：“美术片应当姓儿”，在选题

内容和表现上需要考虑儿童的欣赏趣味和接受能力，并且着力塑造当

代少年儿童形象（特伟，１９６０）。
（２）“民族化”动画观念产生。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挂帅”并未限

定艺术惯例的细节，而是留下了较大的创新空间。１９５６年，时任中宣
部部长周扬提出“电影选材可以更广泛一些，只要对人民无害就可以

了”（邹杰，２００７）。即便时任市文化局局长夏衍表达了自身的审美偏
好，称“美术电影就是政治讽刺诗”，但其在题材选择、表现手法等具体

环节上却鲜有干预（李娟，２０１５）。
一个结合政治宣传和艺术探索的创作观念在厂内成为共识———现

实主义的民族化风格。这是应对政治与艺术冲突的最佳选择：美术片

需要有革命教育意义，须体现现实主义；美术电影本身是一种艺术创

作，也需要发挥想象力。而尽可能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就可同时满

足意识形态和美学的需要（陈培培，２０１６）。
如同多数艺术惯例会扩散至道德范畴一样（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８２），时任厂

长明确表达了“民族化”的革命意义：“我们要‘标民族之新，立民族之

异’，要在国际影坛上以‘独创一格’的风险，攀登无产阶级艺术高峰的

雄心壮志……在题材和样式上，还要不断丰富和创新……使美术电影

成为党的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广大人民与新的一代的有力工具”（特

伟，１９６０）。至此，Ａ厂实现了制度目标与创作惯例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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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艺术共同体式的集体行动
（１）“准师徒制”。①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Ａ厂全面效仿苏联：不仅

学习创作内容，还建立了“准师徒制”的生产与培训体系。团队组织翻

译了苏联动画艺术家瓦诺的《动画电影》，并反复临摹苏联动画片，甚

至亲赴苏联学习（赵永波，２０１２）。方明、特伟等 Ａ厂老艺术家教授年
轻人动画理论、概论和画技，有时还邀请知名画家来讲授画法技巧，并

组织专家为创作团队提供指导与改进意见（张启忠，２０１５）。一位著名
导演的儿子ＹＱＷ描述了当时厂内的“准师徒”关系：

这样实际就是带，我呢作为导演，你呢是副导演，我这个做导

演的步骤啊什么的，你副导演看到我做，那么下一回你自己来做，

其实就是带你出来……这个倒没有什么明确的师徒关系，就是这

样子带出来的。（访谈资料：２０１８０４０６ＹＱＷ）

“准师徒制”并未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甚至在“大跃进”与“文化

大革命”中还有所加强（鲍济贵，２０１０）。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２年，上海电影
专科学校动画专业培训班的毕业生在老艺术家们的指导下完成了两部

优秀毕业作品，顺利进入Ａ厂工作。以他们为基础，厂内形成了“以干
带学”的新模式———“青年突击队”。一批从未担任过导演、编剧的年

轻人组成若干小组，以集体编写剧本、联名导演的方式参与创作全过

程，其作品中不乏《老婆婆的枣树》《人参娃娃》等经典。

（２）密集互动的艺术生产。很多史料记载了该时期艺术共同体的
互动细节：创作初期，Ａ厂会组织所谓“神仙会”的集体自由研讨。该
传统延续至８０年代，《雪孩子》导演ＷＸＬ详细描述了这种密集互动的
工作模式。

我参加最最具体的就是《大闹天宫》，五个老原画、三个见习

原画……还没有分戏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讨论，就开始出点子了。

哪吒和孙悟空斗的这场戏就是大家讨论出来的。至于谁出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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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准师徒制”是莫斯科皇家科技学院的沃斯校长及其同事于１８６８年提出的，其主张如下：放
弃原师徒制中全程序的工艺教学，将生产工艺细化为相对独立的工序；超越个别指导的教

学方式，实现课程设置的标准化。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师徒制在教学方面有三个明显特征：校

企合作与工学结合、与国家职业资格体系相融合、较短且以技能为基准的学徒期（关晶，２０１０）。



子，谁出的好，当然要被导演听进去就采纳吸收，就是集思广益。

（访谈资料：２０１７１１０４ＷＸＬ）

世界首部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正是集体互动的奇迹。虽然

领导人承诺保障资源（赵永波，２０１２），但“奇迹”成真的原因更在于被
激励的艺术共同体疯狂的投入与密切合作。据摄影师段孝萱（１９９５）
回忆，许多创作人员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而患浮肿，但仍坚持创作。既有

设备条件难以满足拍摄要求，技术人员联合多家电影机械厂集体攻坚，

最终完成了从第一代动画摄影台向第二代动画摄影台的全面过渡。

而在密切互动之上的是导演的绝对权威，这使得当时的作品兼具

团队合作与“作者电影”色彩。《大闹天宫》的动画设计ＤＸＹ这样描述
当时的情景：

那这个导演，他是要带动整个一个摄制组的班子，美术设计

啊、原画啊、动画啊、描线上色他都要管，整个流程都要管。我刚进

去是从动画原画开始，导演是要布置你画哪一个镜头，那么你就要

根据导演的意图，你把它形象化地表演出来、表现出来。（访谈资

料编号：２０１７１１０４ＤＸＹ）

（二）政治约束与激励下的集体艺术创新
１．产量攀升，政治收益明显
财政支持与政治激励促使Ａ厂在该时期快速发展，总计完成各类

美术片１３６部，总时长达２８５０分钟，这为Ａ厂带来了丰厚的政治收益。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称赞中国美术电影“很有特色”，时任上海电影

局局长张骏祥在“上海美术电影展览周”上高度赞扬Ａ厂动画片“具有
浓郁的民族风格，反映了时代的面貌，成为世界影坛一颗闪亮的宝石”

（屈立丰，２０１４）。正如特伟所称，Ａ厂的最大成绩不在于产量，而是让
美术电影真正成为了教育儿童、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重要工具，又是

“人人喜爱，老少咸宜”的思想武器（特伟，１９６０）。
２．作品原创性、完成度与多样性实现突破
在这一时期，Ａ厂现存主要美术片片种基本定型，集中产生了如彩

色木偶片、彩色动画片、剪纸片、水墨动画、折纸片、立体木偶片等全新

类型，并尝试拍摄了大型动画电影（周越，２０１３），配乐、背景设计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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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探索更是不计其数。创作群体从传统文学中挖掘素材，题材空前多

样化（段琰玮，２０１６）。
与此同时，故事性高度集成的短片化、现实主义与“民族化”风格

日趋明晰（赵永波，２０１２）。从早期模仿苏联风格的《谢谢小花猫》、《小
猫钓鱼》、《乌鸦为什么是黑的》，到后来的《神笔马良》、《骄傲的将军》

等极具中国特色的杰作，Ａ厂在选题、设计、音乐等方面都体现出浓烈
的民族风格与极高的完成度（肖路，２００８）。

除了水墨动画，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大量极具前瞻性的创新。中国

动画史上惟一的闹剧《过猴山》面世（邹杰，２００７），而作为“技术革新运
动”的实验性项目，超越“单线平涂”的绘画技法也被发明并大量运用

（蒋萍，２０１０）。值得一提的是，艺术探索甚至触及了当时的政治边界：
由于木偶片《一只鞋》将老虎拟人化并赋予“知恩图报”的品质，违背了

“革命现实主义”原则，遭遇了批判和停播（鲍济贵，２０１０）。
３．“中国动画学派”诞生
１９５７－１９７６年，Ａ厂共有２３部作品获得各类国际动画奖，蜚声海

内外的“中国动画学派”就此诞生。根据段孝萱（１９９５）的整理，法国、
澳大利亚、日本等多国动画从业者都对以水墨动画代表的 Ａ厂作品做
出高度评价。而这些经典作品在国内的影响力也延续至今。在当下年

轻人聚集的影视评论网站“豆瓣网”上，该时期的“老动画”参评人数和

得分表现都相当优异（见表１）。

　表１ “黄金时期”Ａ厂部分美术片的“豆瓣网”评分

作品名称
《乌鸦为什

么是黑的》

《神笔

马良》
《渔童》

《小蝌蚪

找妈妈》

《大闹

天宫》

《人参

娃娃》
《牧笛》

出品年份 １９５５０ １９５５０ １９５９０ １９６１０ １９６１０ １９６２０ １９６３０
参评人数 ２３３２ ５３１０１ ２０１２２ ５６６７９ １１３５０１ １６４８３ ４３００
评分 ７８ ８４ ８７ ８７ ９３ ８２ ８９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四、转型时期（１９７７－１９８８年）：
国家与市场分裂中的作品多元化

“文化大革命”后全国展开对“文艺黑线”和极左思潮的彻底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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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提文艺从属政治的口号”（刘江红，２０１６），并开始推动文化市场
发展。在此背景下，Ａ厂首次面对来自市场的机遇和挑战。随着改革
的深入，体制内职工逐步流失，厂内人才培养体系日渐瓦解，创作团队

在生产目标与理念上的分歧导致艺术共同体最终解体。此外，组织结

构与生产模式的改变也带来艺术生产的分裂：延续的艺术探索将“中

国动画学派”的声誉推至顶峰；与此同时，商业化生产出现并逐步成为

主流，推动Ａ厂向平庸生产者转变。

（一）单位艺术共同体逐步瓦解，现代企业制度尚待建立
１．资源来源分裂：国家渐退，市场崛起
（１）财政支持与市场机遇并存。１９８４年，文化部正式提出“成立中

国电影总公司”的改革方案。同年，Ａ厂被定性为企业，实行独立核
算、自负盈亏（唐榕，２００８）。但事实上多数扶持政策得以保留：国家对
获奖作品团队给予６００－１５００元不等的补贴，采用美术片出口外汇分
成政策（４０％上缴财政），并不断提高美术片的收购价格（周晨，２０１１）。

此外，Ａ厂在这一时期已经发展出新的市场化收入来源。１９８５－
１９８７年，仅为日本 ＤＩＣ公司加工动画，Ａ厂就赚得９０５万美元（鲍济
贵，２０１０）。丰厚的市场回报极大刺激了Ａ厂员工，为日后共同体的瓦
解埋下了伏笔。

（２）激烈市场竞争导致人才流失。１９８８年，政策首次提出“文化市
场”概念（韩永进，２０１４），动画产业就此加速发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
大批中外合资动画加工企业在广东、福建、江苏等地建立，以几乎１０倍
于Ａ厂的薪金聘用动画人才（鲍济贵，２０１０），这是体制内艺术共同体
从未面临过的人才竞争。ＹＱＷ这样描述当时厂内的躁动心态：

一开始走的时候，只是少量的，然后人家一看，那么好赚钱。

然后说，你们那还缺人不，然后就一起过去了。原来这边人也在考

虑的，这个走不走，因为这边“铁饭碗”，那边是什么还不知道。后

来一看几倍的钱，就去了。原来深圳那边，动画大概八九百块。当

时Ａ厂动画大概一百块左右，也是差了八倍了。（访谈资料：
２０１８０４０６ＹＱＷ）

最大规模的一次人才流失发生在１９８８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后，段孝

４４１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８．６



萱将其称为“胜利大逃亡”。据她回忆，当时许多外国人慕名来Ａ厂招
揽人才，最终总计流失了约三分之二的各类动画制作人才（宋晓东，

２００７）。
（３）单位间协助、组织内部化与本国工业的技术支持。和“黄金时

期”类似，Ａ厂在这一阶段仍然得到了体制内单位的支持。以１９８８年
完成的经典水墨作品《山水情》为例，三个最能体现艺术特征的工作均

由体制内“外援”担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吴山明和卓鹤君负责原画、

人物与背景设计，上海民族乐团团长龚一提供古琴独奏配乐，上海电影

乐团承担了全片的音乐演奏（王恺，２０１３）。但与初期高度依靠支援不
同，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厂内已形成一个专业水平较高的团队，大量日

常创作实现了组织内部化。

值得注意的是，迅速发展的国产电影技术产业极大助力了高质量

动画的生产。１９８２年，上海电影技术厂完成了两项技术升级———新染
印法生产线和２４路电影混合录音设备，大幅度提高了 Ａ厂的音画质
量。此外，保定化工部第一胶片厂（乐凯胶卷的前身）的彩色胶片也为

Ａ厂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原料来源（吴光，１９８４）。
（４）计划体制向市场化曲折转型的发行渠道。电影发行与放映安

排在该时期也迅速市场化。１９７９年８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改革电影
发行放映管理体制的请示报告》，调整了电影发行放映收入分成比例：

要求各级电影发行公司在扣除成本后的留成中，利润的２０％上缴财
政，８０％留作修复、发展电影发行放映企业的基金。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初，电影发行放映业主体的企业性质日益突出（曹荣荣，２０１２）。

但是局面很快发生了反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中影公司在１９８９
年提出“电影发行收入承包方案”，重返过去按拷贝结算的方式，即以

行政手段保证发行收入（唐榕，２００８）。不彻底的发行市场化改革对 Ａ
厂的影响也是分裂性的：一方面，遗留的计划体制给了 Ａ厂继续艺术
探索的可能；另一方面，也使它错失了独立面对观众需求、抢占市场的

先机。

２．“摸着石头过河”的市场化造成新旧惯例分裂
（１）政治传统与市场压力的矛盾。伴随艰难转型，Ａ厂内部也发

生着微妙变化，不同生产目标间的矛盾日渐公开。特伟、陆青等老艺术

家坚持以国家任务为导向，强调“民族化”道路才是正确选择，以承接

加工片为“耻辱”；而多数年轻职工则以“加快美术电影与国际接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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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追求快速创收的商业化生产（鲍济贵，２０１０）。
当“只求经济效益而忽视质量”倾向的影响越来越大，加工任务终

于开始大规模“抢夺”厂内劳动力（杨晨曦，２０１６），两种生产目标的冲
突从观念对峙演变为行动。为调和厂内矛盾、提高生产积极性，时任厂

长严定宪开启了计件工资制度改革，即基本工资保持不变，另按加工任

务量发放额外酬金（顾光青等，１９９１）。这一过渡政策为Ａ厂带来经济
收益的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组织后果：分属不同阵营的职工间收入差

距迅速扩大，内部矛盾日益激化。

（２）创作惯例分裂：艺术探索与产业化探索间的矛盾。和生产目
标类似，创作惯例此时也出现了新旧分裂。以老艺术家为中心的团队

强调对美术片“美”的追求，坚持在传统“民族化”之外继续探索新的题

材与表现手法（蒋萍，２０１０）。即便意识到市场和新渠道（如电视）对系
列片／多集片存在需求，他们的创作惯例仍然带有强烈的艺术导向，习
惯性地缺乏市场考虑（杨晨曦，２０１６）。

与此同时，年青一代对于产业化的探索也在发生。他们在承接加

工片时观察学习，逐步了解市场游戏规则。《邋遢大王奇遇记》的编剧

ＳＬ回顾了当时的探索过程：

当时我们一本１０分钟的片子，可能是６０００多张吧，而日本就
只有２０００多张，搞系列片本身就是要快，要省，它属于商业的范
畴，而我们还在把它当艺术搞。多年来习惯把动画片当艺术创作，

这个思维惯性一时还很难转化过来。（访谈资料：２０１８０７２６ＳＬ）

３．分裂的艺术集体行动
（１）艺术共同体向现代文化企业的艰难转型。在鼓励中外合资政

策和市场竞争的双重作用下，Ａ厂开始向现代企业转型。１９８６年，它
与珠江电影制片厂、香港时代艺术公司合资成立广州时代动画公司。

不过这次尝试并不成功。因经营管理不善，时代动画公司在三年内负

债８０多万元并最终破产，作为合资方之一的 Ａ厂付出了沉重代价（鲍
济贵，２０１０）。

而随着惯例冲突与利益分化持续发生，“胜利大逃亡”事件最终爆

发。１９８８年，Ａ厂承接了日本企业的《西游记》加工业务。同年底，Ａ
厂还将承办首届上海国际动画电影节并参赛，工作压力陡然增大。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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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处于收入分配劣势方的艺术片群体借机对加工任务发难，部分领导

和老职工以日版《西游记》中人物造型不符合中国民族特色为由要求

放弃该业务，并最终得以执行（鲍济贵，２０１０）。虽然 Ａ厂在这届电影
节上获得多项大奖，但“艺术胜利”的代价是巨大的组织损失：那些被

迫参与“政治任务”的年轻职工们通过奖项充分证明才华后，立刻选择

离开。次年（１９８９年），３７名中青年骨干辞职转投深圳等地的加工公
司，沉重打击了业已分崩离析的传统生产模式。《葫芦兄弟》导演这样

描述当年的状况：“随着经济困难接踵而至的是厂内思想混乱，人心涣

散，直接影响到全厂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周克勤，１９９０）。至此，Ａ厂
数十年间建立起来的“准师徒制”艺术共同体彻底瓦解。

（２）传统压力下生产流程的市场化探索。制度环境、创作惯例与
群体的分裂，最终促成了工作方式的分裂：一边是位居领导层的老艺术

家们坚持的创作传统，一边是加工片模式的“新气象”蠢蠢欲动。在

《宝莲灯》原画师ＨＬＣ看来，二者代表的分工逻辑截然不同，冲突在所
难免：

Ａ厂一直有两种创作流程，一种流程就是长时间摸索出来的，
以导演为核心组成的核心团队。还有一个就是加工的体系。（跟

前者相比）产业化流程所有的设计都按照摄影表来完成……你的

原动画是不可以有任何的“非分之想”……你就是个机器，就是机

器中的一个螺丝钉。（访谈资料：２０１８０４１０ＨＬＣ）

事实上，此时加工片生产流程尚未完全成熟。由于涉及大量中外

合作，Ａ厂在前期准备、人物造型设计、后期整合与销售推广等方面都
未参与，生产团队只需负责密集劳动部分。工作方式的巨大反差不仅

让艺术家们无所适从，而且激起他们的价值厌恶。ＷＸＬ导演详细表达
了这种看法：

（加工片）不需要原画去再创作，它只需要我叫你做什么你就

去做什么。因此我们的 Ａ厂的一些动画设计不能适应这个工作
方法……那我们Ａ厂不是这样。剧本的情节内容是会写清楚，但
角色的表演、角色动作的具体形象化，这本应该是动画设计者自己

的工作方法。（访谈资料：２０１７１１０４ＷＸ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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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旧势力拉锯：艺术生产的两极分化
１．艺术片持续发力，商业片快速增长
１９７７－１９８８年，Ａ厂共生产了１００多部动画。承袭传统的艺术片

数量达到历史极值，其教化目的被很好地融入了中国民族精神本体之

中，带有更丰富的人文关怀（王恒，２００９）。同时，迎合市场需求的系列
剧发展迅速，影响范围不再局限于影院，而是逐步占领了兴起中的家庭

电视荧屏，一度在国内动画市场取得统治地位。

２．艺术探索呈现多样化，商业系列片水准逐步提升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作品的艺术探索呈现空前多样化特征。题材

不再限于政治宣教，而是涵盖创作童话、寓言故事、现代科幻等多种类

型（颜慧、索亚斌，２００５），诞生了讽刺社会的《超级肥皂》，富有人生哲
理的《不射之射》《三个和尚》等佳作。而诸如荒诞主义、象征主义也首

次得以正面呈现（杨晨曦，２０１６）。
与此同时，“民族化”风格探索也达到了全新高度。艺术家们不仅

将贴布工艺、水墨风格融于剪纸片，创作出《小八戒》《鹬蚌相争》等作

品，还在《金猴降妖》中大胆运用抽象绘画和现代音乐，并尝试以陶瓷

制作木偶人物，制作出新型木偶片《渔盘》（鲍济贵，２０１０）。尤其值得
一提的是，在Ａ厂的最后一部水墨动画《山水情》中，创作团队放弃了
初稿剧本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理念，转向表达更具有“普世

价值”的欣赏自然、艺术与人性之善的主题（王恺，２０１３）。
虽然加工片和系列片因其美学特征单调备受专业界诟病，但从

制作水准来看也不乏精品（李镇等，２０１２），并获得了空前的观众赞
誉。以这一时期的两部代表作《黑猫警长》和《葫芦兄弟》为例，虽然

厂内对这两部作品的艺术评价并不高，但是儿童观众的热烈反应证

明它们是当时最具市场吸引力的动画片（钱运达，１９９０；何郁文，
１９９０）

３．“中国动画学派”的盛极而衰
“中国动画学派”的国际声誉在这一时期达到巅峰。１９７８－１９８７

年，Ａ厂的２３部影片在国内获奖３０次；１３部影片在各类国际电影节
上获奖２２次。在１９８６年加拿大哈密尔顿国际动画电影节上，Ａ厂以
制片单位身份获得“特别荣誉奖”，国外舆论称赞中国美术片“已达到

世界第一流水平”（松林，１９９０）。国际动画评论与研究界也对 Ａ厂作
品表现出浓厚兴趣：日本动画协会多次开展研讨会对 Ａ厂的美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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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艺术分析，并于１９８１年在东京举办了“中国美术电影动画片展”
（颜慧、索亚斌，２００５）；１９８４－１９８７年，阿尔及利亚、法国、日本、南斯拉
夫、加拿大等国多次举办中国美术电影回顾展。与“黄金时期”类似，

这一阶段的作品同样受到了当代中国观众的热捧。在日益普及的电视

荧屏的推动下，它们的表现甚至更为优异（见表２）。
但辉煌之下，危机业已浮现。《金猴降妖》《草人》在１９８７年第二

十五届安纳西电影节上铩羽而归，评委会认为“故事过于冗长，手法陈

旧”（陈可红，２０１１）。国内评论界也指出Ａ厂存在现实题材断档、过分
依赖传统形式等问题（金柏松，１９８８）。面对汹涌而至的市场化进程，
分裂的Ａ厂艺术共同体再已没有更新传统的机会了。

　表２ “转型时期”Ａ厂部分美术片的“豆瓣网”评分

作品名称 《哪吒闹海》《九色鹿》《曹冲称象》《天书奇谭》《黑猫警长》《葫芦兄弟》《山水情》

出品年份 １９７９０ １９８１０ １９８２０ １９８３０ １９８４０ １９８６０ １９８８０

参评人数 ８５６８１ ５１６３２ １９４５８ ５２２０２ ５１３４１ ６７３７３ １４２２３

评分 ８９ ８７ ７８ ９０ ８４ ８８ ９３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五、平庸化时期（１９８９年至今）：
深度市场化后艺术性趋于平庸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动画行业竞争日趋激烈，文化领域市场化改
革则进一步深入。计划性生产指标全部取消后，政策导向逐步从鼓励

中外合资模式转变为推动文化产业集团化。在此背景下，Ａ厂通过
“影视动画合流”拓宽播放渠道和收入来源，以市场化方式吸引人才，

借“引进外资”学习现代企业管理与文化产业经营策略，最终通过企业

合并成为行业巨头。

以经济收益为主要目标的 Ａ厂基本放弃了“民族化”道路和实验
探索，全面模仿日、美动漫，生产出大量迎合电视观众需要的系列剧，并

通过“合拍片”拓展海外市场。风格单一、缺乏原创、艺术平庸成为评

论界眼中Ａ厂作品的新标签，观众则逐渐失去了对其品牌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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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文化产业模式逐步形成
１．资源来源：市场化改革深入，现代企业特征初现
（１）国家补贴缩减，多样化融资渠道出现。在经历连年削减后，中

国电影发行总公司于１９９５年彻底取消了对美术片的计划指标，将其全
面推向市场（颜慧、索亚斌，２００５），生产融资成为彼时工厂面临的首要
问题。面对生存压力，Ａ厂进行了一系列融资方式创新：１９９０年，与青
岛电冰箱厂合资拍摄了国内首部企业宣传动画片《琴岛，海尔》；１９９５
年，自筹资金１００万元拍摄剪纸片《十二生肖》，社会集资２０００万元拍
摄了百集大型动画片《自古英雄出少年》（鲍济贵，２０１０）；１９９５年，接
受企业投资完成了中国首部动画广告片《五粮液》，全面开启产业化时

代（刘飚，２００９）。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Ａ厂的资金收入格局基本稳定下来。除少量政策

性资助或贷款外，市场营收成为绝对主体，包括电视播放（５００万元）、
动画衍生品开发（５００万元）、文创设计服务（３００万元）和房产出租
（３００万元）等（刘飚，２００９）。

（２）人员流失常态化。来自国内民营动画公司的竞争压力进一步
侵蚀着Ａ厂人才队伍的稳定性。由于具备灵活的管理制度和敏锐的
市场定位，民营动画公司不仅吸引了更多院校毕业生，而且能直接挖走

骨干人员，“胜利大逃亡”近乎常态化。大批人才外流造成创作人员结

构出现断层，生产能力严重受限（杨帆，２００８）。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入
厂的原画师ＹＳ描述了这种延续至今的状况：

１９８８年很多都已经走掉了。所以，真正在十年之后（１９９８
年）留下来的老原画，其实都不是 Ａ厂原来的创作制作构架里面
的人了。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断层在里面……现在人员就处于

一个严重老化，新的年轻人不可能到这样一个没有生命力的企业

里面来。（访谈资料：２０１８０４２６ＹＳ）

人才压力迫使Ａ厂彻底改革人事制度，逐步建立现代雇佣关系。
据ＨＬＣ描述，自己１９９５年从华山美校毕业后进入Ａ厂时，已经无法获
得“事业编制”，一律采用“签约式的企业编制”。随着老员工逐步退

休，Ａ厂人事制度的现代雇佣路径得以确立。
（３）滞后的国产工业化技术与集团化转向。动画电影在２０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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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年代迎来了电脑三维绘图的革命。与传统手绘制作相比，电脑制作
大大提高了效率，并能实现以前难以想象的动作设计与效果。１９９５
年，美国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进入中国市场，彻底改变了动画制作

的支持体系观念，也凸显了国产动画电影技术空白的窘境。虽然试图

迎合市场需求，但在国产技术研发和使用经验严重不足的情况下，Ａ厂
直到１９９９年才推出首部采用三维动画效果的作品《宝莲灯》（吴限，
２０１５）。从某种意义上讲，Ａ厂在电脑动画时代的“落伍”与国产配套
技术发展滞后密切相关。

２００１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
干意见》，全国掀起了文化产业集团化浪潮（韩永进，２０１４）。同年，Ａ
厂、上海电影技术厂等多家单位并入上海电影集团。大量原本通过计

划体制下单位间的协作被重新整合。传统时代极具个人化与即兴创作

风格的支持组合形式逐步让位于体系严谨、效果可控的产业化分工模

式，自由度进一步降低。

（４）发行播放市场化与“影视动画合流”。１９９２年，一波三折的中
国电影发行放映业体制改革正式开始。次年１月，广电部印发《关于
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及其《实施细则》，要求相关

企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放弃“统购统销”（曹荣荣，２０１２）。
２０００年后，随着多样化投资的院线制得到推行，中国电影发行放映渠
道快速市场化。在此背景下，以动画短片和系列剧为主的 Ａ厂作品逐
渐远离了大荧幕，有限的动画电影市场基本被迪士尼占领。

在“以电视节目为中心”的动画生产政策引导下，Ａ厂选择了“影
视动画合流”。在计划指标政策终止的第二年（１９９６年），Ａ厂与上海
电视台合并；到２０世纪末，它已经同全国４０多家地方电视台签署了供
片合同（肖路，２００８），基本解决了渠道问题。２００４年，国家广电总局发
布《关于发展我国影视动画产业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国产动画与外来

动画播出时间占比不得低于６∶４，并启动国产动画精品工程，要求各生
产单位充分把握市场动向和受众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发适合不同年龄

观众的动画片。这一举措直接导致Ａ厂的全面“系列剧”化，在小荧幕
市场与中外动画制作商展开正面竞争。

２．大众文化生产惯例形成
（１）市场盈利成为核心生产目标。彼时电视动画市场竞争已趋于

白热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已进入国内的美、日动漫展开了更为猛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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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势，通过近乎“倾销”的价格战占领了大部分市场份额，并不断引发

观影热潮（颜慧、索亚斌，２００５）。反观 Ａ厂，却因成本高、营销方式落
后而失去了市场竞争力。为响应政策要求且避免坐以待毙，Ａ厂选择
全面迎合市场需求。基于十多年的加工片经验，Ａ厂于１９９５年创造了
“速度奇迹”，当年即完成了百集动画系列剧《自古英雄出少年》（肖路，

２００８）。即便是在国庆５０周年献礼片的《宝莲灯》创作中，经济收益也
已取代艺术诉求成为新的生产目标。

自此，Ａ厂彻底走出了转型时期的矛盾局面：基本放弃传统创作理
念的传承，不再以追求艺术“美”或宣传教育为创作目的，而将迎合市

场需求和广告商的具体要求视作核心任务（钱建平，２０１５）。
（２）从“民族化”到“中国迪士尼”。如前所述，“转型时期”的Ａ厂

已开始探索“民族化”之外的商业可能。这种尝试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中后期逐渐成熟，形成了一种可被称为“中国迪士尼”的创作惯例：在

保留中国文化元素的同时，模仿迪士尼对观众偏好的把握，尽其所能地

迎合市场。据ＨＬＣ回忆，在创作《宝莲灯》中“望月节”片段时，导演鼓
励她采用迪士尼动画的“歌舞片”风格，因为“这种商业化的模式能够

获得更好的市场反馈”。尽管“中国迪士尼”的探索尚不成熟，却逐步

成为Ａ厂在动画市场中的惟一选择。ＹＳ认为，传统美术片中“孩子小
手拉大手”的概念已经过时了。即便是水墨动画这种“看家本事”也必

须加上“迪士尼的东西”才会有“更强的商业感觉”，才能“活下去”。

３．重新整合的集体行动
（１）以项目制为基础的高流动性雇佣团队。１９９０年，Ａ厂与香港

亿利发展公司合资成立亿利美发展有限公司，以合作与外包的方式完

成细化后的制作工序。伴随人事制度和生产目标的全面市场化，Ａ厂
的生产组织基础彻底改变，艺术共同体让位于“以项目制为基础的高

流动性雇佣团队”。在ＹＳ看来，这一变化带来的破坏是深远的。

那个时候（技术团队）是作坊，是家庭，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在

一起。之后，你的创作是割裂的，你的创作有的时候是失控的……

一个企业良好发展需要良好的作品，生产嘛，有车间、有工人。我

们有没有这样的模式？我们没有嘛……本身企业良性循环的机制

没有形成的情况下面，给你找再多的资源也不会起到太多的作用。

（访谈资料：２０１８０４２６ＹＳ）

２５１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８．６



（２）细化产业分工。持续发展的加工片、合拍片塑造了本阶段Ａ厂
生产流程的细化分工特征。即便在自主创作的系列剧和院线片中，这一

模式也具有统治地位。由于创意环节基本在海外完成，Ａ厂实际承担了
大量毫无自主性的重复劳动，艺术创新的可能性被极大地削弱了。

当这种分工模式与电脑动画结合时，缺乏集体创意的问题则变得

更加严重了。以１０分钟的短片为例，传统工作流程涉及导演、美术设
计、原（动）画、拍摄等１４人，他们在创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大量
沟通，从而提高作品的完整性；而电脑制作流程仅需导演和软件绘图师

２人，创作过程完全可以独立开展（王植民，１９９２），实现真正的“流水
线”作业。

（二）模仿创作与工业化生产
１．文化商品产量猛增，集团综合经济收益上升
随着市场化转型的完成，Ａ厂艺术生产结果的文化工业色彩也日

趋明显。“影视动画合流”带来了产量剧增，系列片成为主流。２００１年
Ａ厂产出各类动画片时长达６１２６分钟，比１９８８年足足高出１１倍还
多。１９８９－２００９年，总产量时长达到惊人的２７７４０分钟，年平均产量
近１４００分钟。在这２１年间，Ａ厂共生产１６部超过５０集的电视系列
动画，其中２部超过百集。

“系列剧—合拍片—经典翻拍片”的新组合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回

报。由于电视系列剧受政策支持，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Ａ厂共获得９０００万
国家财政补贴（鲍济贵，２０１０）；合拍片未必有理想的票房收入，但通过
海外融资、收益分红等多种手段，仍能获得不错的间接收益（李镇等，

２０１２）。相比之下，近年来频繁出现的“经典翻拍片”是真正直接盈利
的类型。基于经典人物设计和剧本，不但成本低且具有较高的观众认

知度，投资回报率较高。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Ａ厂（上影集团）出品的七部
院线动画中就有四部“经典翻拍片”或续拍片。①

２．商业模式多样化，艺术探索几近萎缩
在市场收益增长背后，是日趋多样化的商业模式和近乎萎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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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七部作品分别为：《宝莲灯》（１９９９年）、《梁山伯与祝英台》（２００３年）、《勇士》（２００７
年）、《西岳奇童》（２００６年，续拍）、《葫芦兄弟》（２００８年，翻拍）、《黑猫警长》（２０１０年，
翻拍）和《大闹天宫，３Ｄ》（２０１２年，翻拍）。



艺术探索。从类型来看，制作周期较长、创作难度较高的单集动画

长／短片数量急剧下降，“短平快”的系列动画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高成本的传统工艺片逐步消亡。１９８８年后，Ａ厂
再无新的独立水墨动画作品，其他经典类型片也骤减或消失（见

表３）。
和经典片种同时消失的还有“民族化”风格。在数十年的艺术探

索中，Ａ厂曾经取得了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以富含中国文化意味的
作品传递着独特的审美旨趣，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当艺术探索停止后，

其作品迅速泯然于同质化的动画市场中。

　表３ 不同历史时期Ａ厂动画作品类型与产量

历史时期
单集动画电影数量（部）

动画 木偶 剪纸 水墨 折纸

系列

动画

总时长

（分钟）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 ７１ ４２ １７ ２ ４ — ２８５０
１９７７－１９８８年 ７６ ４０ ３４ ２ ５ ５ ３８００
１９８９－２００９年 ４０ ２１ １３ ０ ０ ６８ ２７７４０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３．艺术声誉跌至谷底，逐步淡出公众视野
“中国动画学派”在这一时期的艺术声誉降至谷底，作品在各类国

际电影节上的表现真实反映了艺术评论界的看法。１９８９年至今，Ａ厂
仅获得８个国际动画奖项，远低于９０年代前的成绩。如果考虑到我国
与世界文化交流频繁程度的时代差异，差距则更加明显（见表４）。

　表４ Ａ厂部分作品分时期获奖情况

时期 合计（部） 年均得奖（部）

黄金时期（１９５７－１９７６年） ２３ １１５
转型时期（１９７７－１９８８年） ３４ ３１
平庸化时期（１９８９年至今） ８ ５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普通观众对Ａ厂当前作品的评价同样不理想。事实上，观众们已
经难以区分Ａ厂作品和其他国产动画的差别。以最近的院线动画《大
耳朵图图之美食狂想曲》（２０１７）和系列剧《新葫芦兄弟（第一季）》
（２０１６）为例，前者在“豆瓣网”上的评分为５７分，仅“好于１１％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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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片”；后者的情况更糟，评分仅为３７分，跌入口碑最差的前５％（见
表５）。Ａ厂的艺术辉煌已经一去不返。

　表５ “平庸化时期”Ａ厂部分美术片的“豆瓣网”评分

作品名称
《警犬

救护队》
《宝莲灯》《马兰花》

《少年岳飞

传奇》

《黑猫警长

之翡翠

之星》

《新葫芦

兄弟

（第一季）》

《大耳朵

图图之

美食狂想曲》

出品年份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参评人数 ４４０ ７６２８１０ ６６６０ １７６０ ２３５１０ １１６５０ １５２３０
评分 ６１ ７７ ４９ ５９ ５５ ３７ ５７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六、结论与讨论：社会经济结构与艺术生产

通过回顾Ａ厂的兴衰史，本文探讨了制度背景下工作模式与艺术
生产的关系。在国家强力控制的“黄金时期”，艺术创作在刚性而粗糙

的政治合法性框架内获得了发展。“准师徒制”的艺术共同体出现并

生产出众多具有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随着改革后政治话语退场和市

场规则影响上升，新旧惯例分裂导致共同体内部发生剧烈冲突并最终

走向瓦解。艺术生产体现为传统延续和商业化风格的矛盾并存；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以来，市场导向的文化政策与激烈竞争促使 Ａ厂向现代集
团公司发展，在获得经济成功的同时，艺术声誉趋于平庸。

本文的主要思路来自贝克尔的艺术社会学理论。自被引入中文学

术界以来，围绕该理论产生了大量讨论（匡骁，２０１１；卢文超，２０１４），但
利用其开展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尽管如此，笔者并不满足于为既有

范式提供地方性经验，更试图在“中国故事”中发现和拓展解释的

边界。

首先，区别于贝克尔对概念相对笼统的处理，本研究对“资源”“惯

例”“集体行动”做了操作化，并在分析框架中给出了变量的作用机制。

其次，本研究高度关注变量间的交互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内生变化。

艺术集体行动的结构与流程并非制度合法性约束下的必然产物，而是

同时受到“资源”和“惯例”的影响，最终形成工作模式内不同要素间的

特征同构。第三，为应对原理论遭遇的“解释变迁乏力”的批评，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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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适度引入了历史制度主义，尝试指出不同社会背景下经济活动存在

着多样化发展路径（道宾，２００８）。第四，不同于包括贝克尔理论在内
的多数艺术社会学思路（哈灵顿，２０１０），本研究更全面地描绘了“国家
作用”。Ａ厂的故事表明，当国家作为特殊的“赞助人”进入创作过程，
会对艺术生产造成深刻的影响。与自由市场相比，它的作用未必总是

负面的。

延续该讨论还将引出一组重要的现实问题：在文化产业高度发达

的当代，如何实现经济保障与自由创作的兼容？是否存在某种制度安

排能够帮助生产者越过经济效率的局限，持续保持创新活力？这是中

西方艺术生产在殊途同归后面临的共同挑战，尚待深入研究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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