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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体汇总

展览概况

作为国内首次以“双年展”的制式举办的独立动画展事活动，展出了国内近十

年以来56个艺术家及团体、近100件作品，并将通过1场研讨会、10场遍布国内院校

及文化场所的公共讲座、以及面向全亚洲地区的独立动画创作竞赛等系列活动开展

学术交流和公众参与，为观众提供一次难得的独立动画盛宴。据不完全统计，本次

主展览在三个月的展期内成功吸引了至少20,000人次的公众参观，得到了大众及专

业媒体近50份专题或深度报道、超过100篇报道及三十多万次转载、近20次免费硬

广宣传支持，在艺术圈和公众领域均得到积极与热烈的反馈。

媒体推广情况总结

为有效宣传推广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并持续打造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

园品牌形象，本展览项目的推广工作重点为媒体推广和新媒体平台的运营发布。其

中，本展览的媒体推广部分比以往创意园主办活动的宣传规模更大、更深入，并逐

渐形成了媒体合作洽谈、资源共享置换的工作模式和规范，为首届双年展建立了良

好的媒体合作基础，也为今后创意园活动的宣传推广拓展了提升空间。

本届双年展的媒体工作围绕“首届”、“独立动画”、“国内首次、展出规

模最大”等宣传重点，以普及宣传独立动画为基本目的，针对国内专业相关人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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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普通观众进行媒体推广。主要合作的媒体为国内专业媒体（网络、平面媒体为

主）和本地有影响力的大众媒体新闻栏目或文化艺术版面。媒体工作基本分为以下

阶段：项目前期媒体合作洽谈、确定合作方式和内容——在北京798举办媒体发布

会——开幕期间一系列的媒体接待、预展、专访等安排——展览期间媒体关系维

护、专题及相关报道跟进——展览后期媒体报道收集及总结等。整体媒体工作得到

了至少50家媒体的深入或专题报道，并通过免费资源置换的合作方式投放了一定数

量频次的硬广宣传，获得了不错的媒体曝光率和宣传深度，详细情况在本媒体汇编

中具体列明。

表一：

报纸媒体 名称 时间\版次 进度

1.晶报
独立动画双年展

深圳年底首开

2012.10.27\第B4：
微能量

预报

2.深圳商报
深圳独立动画

面向亚洲征稿

2012.11.30\C01版：

文化广场
预报

3.深圳晚报
用动画述说心灵故事

22日，去看独立动画展

2012.12.17\B08
文化-创意

预报

4.南方都市报 为独立动画办双年展 2012.12.04\文化副刊 预报

5.南方日报

首届独立动画双年展打开

创意之门-将展出56位艺术

家近百件作品，创意“火

种”，推动产业发展

2012.12.12\AS12深圳周刊
预报（北京新闻发布

会）

6.晶报
独立动画双年展深圳首届

国内首发

2012.12.22\B03 微能

量
预报

7.深圳商报
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

开幕 国内动画大集结

2012.12.23\A06 
文化广场 文化新闻

事中报道

（开幕报道）

8.深圳特区报

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

昨日开幕 近百部动画“争

奇斗艳”

2012.12.23\A10 
综艺

事中报道

（开幕报道）

9.深圳晚报

首届深圳动画双年展开

展：动漫原来也可以这么

抽象

2012.12.24\B08 
文化创意

事中报道

10.中国文化报

当动画成为一种表达方式-
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

侧记

2012.12.26\5 
产业与市场 动漫

事中报道（开幕报道 
深度报道）

11.第一财经日

报
独立动画的乐与路

2012.12.31\C3 
人文

事中报道（开幕报道 
深度报道）

12.深圳特区报 有没想就能不孤独？ 2013.12.1.4 事中报道(深度报道)

13.民营经济报
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

展：小众但却出众

2013.1.17\22文化创意

周刊-独立动画
事中报道(深度报道)

1 4 . S h e n z h e n 
Daily

Independent  animation:                 
All about individuality

2012.12.27 事中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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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网络媒体 名称 进度

1.晶网
独立动画双年展深圳首届国内

首发
预报（新闻发布会）

2.视觉中国网
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 心灵

世界：作为虚拟艺术工程
预报（新闻发布会）

3.好戏网
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 心灵

世界：作为虚拟艺术工程
预报（新闻发布会）

4.艺术国际
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将于

12月拉开序幕
预报（新闻发布会）

5.Shenzhenparty.com

First  Shenzhen Independent 
An ima t ion  B ienna le  “The 
World of Soul: As Virtual Artistic 
Engineering”

预报（新闻发布会）

6.概·中国网
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举办

新闻发布会
预报（新闻发布会）

7.99艺术网

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将于

12月22日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

园开幕

预报（新闻发布会）

8.东方视觉网

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 12月
22日于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

开幕

预报（新闻发布会）

9.好戏网
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北京

新闻发布会
预报（新闻发布会）

10.搜狐文化
独立动画的盛宴：首届深圳独

立动画双年展
预报（新闻发布会）

好戏网
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竞赛

单元
预报（新闻发布会）

11.艺术中国
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新闻

发布会亮相尤伦斯
预报（新闻发布会）

12.艺术中国
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12月
22日深圳开幕

预报（新闻发布会）

13.雅昌艺术网
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12月
22日深圳开幕

预报（新闻发布会）

14.崇真艺术网
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即将

亮相
预报（新闻发布会）

15.雅昌艺术网
雅昌带你看展：首届深圳独立

动画双年展闪亮登场
事中报道（开幕式发布会）

16.中国动漫产业网
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今日

开幕 展期三个月
事中报道（开幕式发布会）

17.深圳新闻网
揭秘心灵世界：深圳独立动画

双年展开展
事中报道（开幕式发布会）

18.艺术中国网
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亮相

华侨城创意文化园
事中报道（开幕式发布会）

19.99艺术网
心灵世界：作为虚拟艺术工程 
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开幕

事中报道（开幕式发布会）

20.艺术圈

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

心灵世界：作为虚拟艺术工程 - 
专题 - 艺术圈-让艺术成为时尚

预报（新闻发布会）

21.99艺术网
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竞赛

单元
预报（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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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Shenzhenparty.com

The First Shenzhen Independent 
Animation Biennale Opening 
in OCT-LOFT, Shenzhen on 
December 22nd Shenzhenparty.
com
2012

事中报道（开幕式发布会）

23.Shenzhenparty.com
The First Shenzhen Independent 
Animation Biennale Competition

事中报道（开幕式发布会）

表三：

杂志\广播
电视媒体

名称 时间 进度

1.周末画报 用动画“说艺术” 2013.1.26 推广合作+深度报道

2.深圳卫视深视新闻

报道

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

年展开幕
2012.12.22

事中报道（开幕式发

布会）

3.深圳都市频道 1时
间报道

天马行空拼创意 独立

动画双年展开幕
2012.12.23

事中报道（开幕式发

布会）

4.广东卫视公共频道 
新闻栏目报道 

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

年展开幕
2012.12.25

事中报道（开幕式发

布会）

5.0755消费周刊

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

年展-心灵世界启动-
独立动画的未来敞亮

2012.12.25
事中报道（开幕式发

布会）

6.新视线
OCT-LOFTs深圳独立

动画双年展
2013.01 预报（新闻发布会）

7.颂风雅
水墨动画最中国的动

画
2013.01 事中报道

8.大家东方艺术

心灵世界：作为虚拟

艺术工程 -关于中国

独立动画的理论意义

2013.01 事中报道

9.时代周刊

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

年展顺利开幕 于华侨

城创意园北区B10展
至2013年3月22日

2013.01
事中报道（开幕式发

布会）

10.FM898新闻频率 2012.12.24

11.双城
复刻回忆 -属于我们

的动画时代
2013.1-2

事中报道（开幕式发

布会）

表四：（专题及广告宣传合作）

杂志\广播
电视媒体

专题或硬广 时间、篇幅 备注

艺术界LEAP

硬广
012年12月刊，1p整
版

专题报道
2013年2月刊

4p专题报道

画廊

硬广
2012年12月刊

1p整版

专题报道
2012年12月2p
2013年1/2月2p

周末画报

专题报道
2013年1月26日
4p专题报道

宣传渠道合作：随刊

发行赠光碟

2013年1月26日
随刊发行2800份

专题报道（专访参展

艺术家Phil）
2013年3月2日
2p专题报道

当代艺术 硬广
2013年１月刊，1p整
版

画刊

硬广 2012年12月刊

专题报道
2013年1/2月刊

4p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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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艺术网 展览专题

012年12月，综合介

绍展览信息、参展作

品信息、活动报道、

现场采访视频等，结

合网站广告推送等

艺术与设计 专题报道 2013年1/2月刊

数码设计

硬广
2012年127期
1p整版

专题报道
2012年12月2p
2013年1/2月4p

艺术圈
2012年12月，专题+
现场视频报道

艺术中国网　 专题报道 2012年12月

好戏网 专题报道

2012年12月，创意园

主办方专题+展览专

题

里外

专题报道
2013年第27期
3p报道

硬广 2013年１月

双城

专题报道
2013年1/2月刊

8p专题报道

2013年1/2月刊

1p整版

二、网络信息汇总（截止日期至2013年2月5日）

1.百度：

关键词：“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 找到相关结果约337,000个。

关键词：“华侨城创意文化园 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 找到相关结果约35,500

个。

2.谷歌：

关键词：“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找到约 102,000 条结果。

关键词：“华侨城创意园 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 找到约 88,600 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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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户外宣传汇总

1. 户外大展板

2. 宣传牌

附:媒体报道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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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媒体报道明细

四、深圳商报（2012.11.30\C01版：文化广场）

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
面向亚洲启动征稿

梁瑛   陈威

【深圳商报讯】（记者 梁瑛 实习生 陈威）国内首次以“双年展”的机制举办

的独立动画展事活动“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心灵世界：作为虚拟艺术工程”将

于 12月22日在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开幕，双年展中竞赛单元的征稿活动也于11月

30日拉开帷幕。

据介绍，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由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主办，由王春辰、

张小涛、何金芳共同策展， 由吴秋龑展览空间设计，将于2012年12月22日在深圳

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北区B10艺术空间开幕，并展至2013年3月22日。届时将展出国内

外共56位艺术家、近100件独立动画艺术作品，并将通过研讨会、讲座、独立动画

创作竞赛等系列活动开展学术交流和公众参与，为观众提供一次难得的独立动画盛

宴，并揭开当代艺术史中独立动画的新篇章。

本届动画双年展以“独立动画作为虚拟艺术工程”为主题来展开当代独立动画

的展示与研究，此次展览内容里，还特别增加了“中国水墨动画回顾单元”。除了

展览以外，本次双年展还将举办题为“独立动画之路”的学术研讨会，主要探讨独

立动画发展的现状与整体艺术的关系，思考独立动画的现实价值与艺术意义。同时

也邀请了部分艺术家及评论家到华侨城创意园现场以及国内重要院校做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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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开展的同时，主办方也将启动独立动画的竞

赛活动，面向全亚洲地区的年轻艺术家及高校学生征集独立动画作品。竞赛活动征

集从2012年11月30日起到2013年4月10日，征集到的优秀作品将于明年5月展出。

  

当动画成为一种表达方式

——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侧记

本报记者  程丽仙

12月22日，由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主办 的“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心

灵世界：作为虚拟艺术工程”在深圳开幕。该展为期3个月，是国内首个以“双年

展”形式举办的独立动画展事活动，共展出了 56位创作者及团队的近100件作品，

堪称独立动画在国内发展1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展示、研究和讨论。

名称背后的意义

双年展是一个舶来词，意大利文为Biennale，意为两年举办一届，是许多国家

采用的一种制度化的美术展览形式，但以独立动画命名的双年展此前还没有见到。

不过，这种唯一性并非该展事不叫“动画节”的原因。

“动 画节的称呼充满娱乐性，离我们设定的规范性、学术性的目标有点远。”

本届双年展策展人之一、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部主任王春辰认为，“独立动画

不是一般 的商业化动画大片，而是小制作的艺术动画，它的创作基础是艺术观念、

功能定位是艺术、精神实质是前卫探索、学术地位是个人美学，其意义并非满足视

觉消费的 娱乐或意识形态的说教，而是以动画影像的方式在对世界进行艺术的思考

和观念的解读。”

在另一位策展人、四川美术学院新媒体艺术系主 任张小涛看来，中国独立动画

的发端与新技术、新观念的启蒙有关，原来从事绘画、摄影、纪录片与电影的艺术

家们开始运用一些二维甚至3D 技术进行动画语言 的尝试，这标志着一种新的艺术

潮流。因此，“独立动画区别于动漫产业的商业特质和电视动画的低幼趣味，更强

调艺术的未来性、实验性与先锋性。”

正 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此次双年展有了“心灵世界：作为虚拟艺术工程”之

名，以此向外界传达独立动画的艺术特质。“独立动画的制作完全依赖艺术家的创

作，或手 绘、或塑形、或数字，并不是以物理世界的现实场景为直接再现对象，

而是秉着开放性的、跨学科的创作理念自由构建一个独立的虚拟世界。”王春辰解

释，“其 次，任何一部独立动画都要耗费创作者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具有一套理性规范

的操作系统，所以，借用‘工程’二字，既能显示出独立动画生产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也可以促使我们对其内在属性、构成机制、学术批评、发展潜力等内涵进行探讨。”

作品没有预设受众群

本届独立 动画双年展的作品分成了7个板块：心灵世界的超验图像、网络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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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与编码、走向真实的虚拟工程、复活的水墨世界、青春期的意志、动荡的全

球化视野和国 际动画。从长度看，有三五分钟的短片，也有70多分钟的长片；从展

陈形式看，有一台放映机和显示器即可的常规作品，也有需要5台电脑和多幅投影

幕才可呈现 的非常规作品；从表现形式上看，有常见的二维或三维CG动画，也有

版画、水墨、粘土、折纸动画。不管形式如何不同，它们有一个共同点：从创作之

初就没有预 设目标受众群，只是创作者的自我表达。正因为如此，独立动画作品有

了一些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艺术气息和难以捉摸的意义。

“它们看起来现代感很强，有创造力，表达了人对生命和生活的看法吧。”观

众管女士这样形容参观感受，她上幼儿园的女儿正戴着耳机专注地看卜桦的动画作

品。“孩子未必懂，我挑了一些适合女孩子看的，让她受一些艺术熏陶。”管女士

告诉记者。

虽 然孩子从来不算独立动画的主要受众，但如卜桦等青年女动画导演的作品的

确很受孩子喜欢。一个读三年级的小男孩看完柴觅的《小刺猬摘苹果》后接着看起

冯薇的 《兔子系列》，他给的评价是“摘苹果的故事很好玩，兔子很可爱”，而他

读初一的姐姐告诉记者：“没看过纸做的动画，很有意思，制作很难吧？满分10分

的 话，我给9分。”

《小刺猬摘苹果》是柴觅的第一部定格纸偶动画，“故事并不复杂深刻，自然

开始，轻松结束。我是带着一些童年情怀来 完成这部片子的，它让我更关注每一个

个体的独特性。”《兔子系列》则是定格木偶动画，采用逐格拍摄，谈到创作，冯

薇说，“我一直坚持个人创作，以此保证自 己的风格。我只知道把我心底最想表达

的东西用我最喜欢的方式表现出来。”

独立动画缺什么？

除了为期3个月的 展示、开幕之后的4场研讨交流、竞赛单元作品征集以及后

续在北京、四川、广州等地高校的巡回演讲，本届双年展还推出了同名中英双语画

册，收录了近10篇有 关独立动画的研究文章、所有参展作品介绍和作者访谈以及独

立动画大事记。“国内的独立动画创作已历时10年，但相关研究远远不够，检索中

国知网等学术网 站，太多从技术角度、产业角度研究动画的文章，从文化和批评角

度谈动画的较少。”王春辰认为，独立动画不仅需要社会资源的支持和推动，更要

认知其新的艺术 史意义，学术研究是促进其发展的重要环节，“越多的学术关注，

越能够确立其应有的艺术史价值和社会影响。”

虽说独立动画创作可大可 小，但其传播和盈利仍是必须面对的两个问题。据

了解，目前独立动画主要的传播渠道是网络、国内外的动画节或电影节，以及一

些专场放映，至于盈利，多数独立 动画导演并未以此为目标。“《刺痛我》耗时3

年，画了十几万张手稿，除人工之外耗费70万元，这些年通过参加国外电影节和其

他推广宣传，成本已回收。”南 京动画导演刘健说起自己的作品时感叹“运气比较

好”。与经济收益相比，他更在意创作欲望，他认为后者才是独立动画所缺乏的。

曾策划2011首届独立动画电影论坛的动画导演皮三，一边为独立动画活动的渐

多而叫好，一边也在自省：“独立动画活动可以考虑差异化，选择不同的方向，可

以为作者服务，为研究服务，也可以为观众服务。独立不仅是姿态，更是思维方

式。”

据张小涛介绍，此次双年展对所有参展作者均支付了200美元，“只是照国际

惯例支付作品放映费，算不上作品盈利方式。”张小涛告诉记者，“其实，每部独

立动 画作品都有盈利点，比如作品中的版画原作、木质雕塑、作品手稿等，希望通

过双年展推动建立属于独立动画的赞助机制，帮助创作者完成作品。”

“独立动画不仅有着当代艺术的观念和手法，也包含着动画产业的创意和技

术。”深圳华侨城创意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吴学俊说，“因此，这次展览

不仅是理论 与历史的学术解读，也是广阔的视听符号的传递，旨在于商业动漫之

外，解读各种易被误读的概念，深入探寻独立动画真正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使

之为公众充分 接触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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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一财经日报（2012.12.31\C3 人文）

独立动画的乐与路

艺术家坚持享受苦行式的自由，正如独立动画本身。但一个健康完整的生态体

系的缺失，不由得让人对前景充满焦虑

邱妍

动画不是孩子的专属品，它亦可成熟、冷静，散发独特的韵味。

国画大师韩羽简练而幽默的京剧戏曲造型在古曲《广陵散》的衬托下，以水墨

形式上演古今时空穿越的《对话》；一位少女因误伤瓢虫而内疚，将扣子当作瓢虫

缝在裙子上，以一段《瓢虫哀歌》纪念童年往事；繁华奢靡的《LV森林》将女人分

成两类，姿色娇娃被诱惑，外表平庸者被冷落。

这些动画有些大胆、直白，抑或带些阴郁的味道，仿佛剥开了社会的表层，直

指人心最深处。这便是区别于产业动漫的独立动画的风格。

近日，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心灵世界：作为虚拟艺术工程”在华侨城创

意文化园开幕。这是国内首次以“双年展”的制式举办的独立动画展，共有56个艺

术家及团体的近百件作品展出。展览为期三个月，将结合系列讲座、竞赛等形式为

公众解读独立动画的创作思想与生存之路。

　独立动画如何立足并找到适宜的路发展，如何加强社会参与度，是独立动画

艺术家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生态体系脆弱

说起动画这种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人们脑中浮现的第一印象往往是那些欢乐

激情的产业动漫形象。相形之下，独立动画更多时候像个性格孤僻的独行者，有些

内向，有些尖锐。于是，在这个讲求大众娱乐的时代，它不自觉地走上了边缘化的

路线。独立动画在中国发展有十几年，还是难以走向大众化。

独立动画通常是艺术家自费制作，因而不受商业和意识形态干扰。它起源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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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系统，因为和数字艺术结合，又成了新媒体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时代感和

未来感。

2002年第11届卡塞尔文献展中，中国艺术家冯梦波的电子游戏式作品《Q4U》

参展。同年，卜桦创作的《猫》在闪客帝国、TOM 美术同盟、新浪、央视国际等

各大网站发表转载，观看点击率累计数百万次。独立动画借此走入公众视线。之后

的十年，中国独立动画诞生了一批诸如缪晓春、刘健等优秀的独立动画艺术家。

或许10年太短，中国独立动画至今仍未形成一个健康完整的生态体系。这首先

表现在人群极其小众化，也因此而缺乏市场。

“独立动画没有市场，几乎是空白状态，只有电影节和动画节，以及画廊可

能展出。人群太精英化、小众化，不太被公众关注，这显得它很脆弱。”当代艺术

家张小涛坦言，即使是在电影节和动画节，独立动画的存在也仍旧是受到冷落的。

“我参加过的动画节，都是按主流来分类的。独立动画作品一般占总的展品数量的

5%~10%，也有根本不设置独立动画单元的。其实很多评委都看不懂独立动画，因

为年纪比较大，他们不接受这种非叙事的、荒诞的内容。评委的老龄化，令独立动

画在这个领域里境遇尴尬。”

客观因素暂且不提，动画人才的创造力直接影响着动画产业的发展，而高校在

独立动画研究体系及人才培养中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02年中国美院新媒体系

成立，2005年中央美院实验艺术系成立，2010年四川美院新媒体艺术系成立，2011

年广州美院实验艺术系成立。这些院校学术体系的建立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为动画事

业提供了教育保障，不过，在四川美院任教的张小涛看来，目前国内的动画教育机

制还远远不足。

“课程设置偏技术，不太重视创造性，独立性思考不够，基本还是在模仿欧

美。教育现在还是公司的行为，学生拿钱来交换文凭，学校真正教育做得好的不

多。80%的同学会觉得学了没用。美术院校学生的创造力很容易在一个平庸的环境

里被封杀掉。我们不是为了代工，我们需要的是导演，但是我们培养的都是技术工

人。”张小涛指出，动画人才培养应注重跨学科、跨媒介，“跳出动画之外，才能

改变动画。今天单一学科已经解释不了一个事件了，今天的世界是个链条，谁也无

法代表这个世界，必须重组，把这个链条格式化，才能找到全新的编码。”

当然，就像很多其他专业一样，即使有着丰富想象力的独立动画人才也未必能

在这个领域坚持下去。资金对于动画制作者来说永远是最现实的问题。中国最早投

入独立动画制作的艺术家，《哐哐日记》总导演皮三看到，在独立动画的人群中，

只有1%的人能坚持做下去。

又如张小涛所说：“大家都是靠自己养，作品几乎不能卖。很少的艺术家能卖

出一些拷贝、插图。多数作品都是留在自己手上。”独立动画行业中，能够坚持下

去的创作者大多之前有过其他艺术从业经历，而积累下一定资本，或者同时经营其

他业务，以补给独立动画制作的成本所需。像皮三有自己的公司，以制作商业动漫

和广告等业务为主。

独立动画艺术家刘健曾用三年时间独自完成了动画片《刺痛我》，除了自己的

人力成本，他投入了70万元人民币。张小涛每年在自己的独立动画上要投入150万

元，也只能出品一部长达30分钟的动画片。如果想把动画做大，就不得不需要寻求

商业赞助。

贫穷而自由的坚守

融资的艰难常常令张小涛想放弃，“像在‘白区’搞地下党，很艰苦，遥遥无

期。房租水电要交费，团队工资要发，这些问题很现实而具体。几乎每次和投资方

谈完了，心情都很郁闷，我会怀疑自己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到底有没有意义。加之

独立动画创作本身也满是煎熬和苦恼，想做出特色也很难。打击每天都有。”

虽然独立动画不需要接受电影局的政治审查，但如果寻求商业赞助，就需要接

受投资方的商业审查。在这个层面上，投资方注重的是经济回报，因此，动画是否

迎合大众口味，是否好卖是他们重点考量的因素。这种利益上的需求又会对艺术家

造成创作压力。

“他们对作品的票房有很多期待，有时比电影局审查还严格。他们用大众的审

美去要求导演，让一个艺术家特别没有尊严。我很痛苦，特别不自由。我宁可放弃

这种赞助，还是做我自己的独立动画。”张小涛说。

艺术家做独立动画的初衷也就是为了艺术的自我表达，而如果连这点自由都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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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独立动画也就无所谓独立了。

在皮三看来，独立动画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本来就是合理存在。不接受审查

就必须自己埋单。而从艺术追求的角度看，艺术家其实也在平和乐观地接受资金问

题的现实，正如张小涛所说：“贫穷对作品是好事，真诚和力度是很多艺术家在有

钱以后就丧失的。他们觉得做艺术也就是这样了，就懈怠了。我看到好多人都是这

样。这是规律。独立的感觉是自由，不受商业控制，不受政治审查，不受别人指

使，自己说了算。如果你得到钱而失去自由，做艺术又有什么意思。”

因此，就像独立动画本身的独立个性一样，艺术家愿意坚持享受这种苦行式的

自由。而面对资金短缺，他们更认同的方式是靠自身加强造血功能并期待社会机制

的完善，有基金会提供资助。

在独立动画艺术家中，孙逊、吴俊勇等都卖过自己的手稿，邱黯雄做过动画交

易。皮三和张小涛等人则有自己的工作室。他们在通过自己的方式维持动画创作的

资金需求。

当然，动画本身对技术制作、发行交易等方面的要求决定了它绝不可能凭艺

术家个人力量就足够推进产业的发展。高校的动画艺术教育是独立动画发展的首要

环节。高校培养的人才需要电影节、画廊、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作品经过消费与

版权买卖，进入收藏体系，将进入衍生品等艺术品更广领域的传播。在作品价值得

到社会肯定后再回到学术研究领域。如此经历一个从学院到社会，再回到学院的过

程，应该是独立动画追求的良性生态循环。

在参加过众多国际动画电影节后，张小涛看到，国外的基金会、电影节都有无

偿的赞助系统，可以辅助年轻艺术家成长，功利性较弱。荷兰动画电影节、法国昂

西国际动画节、德国莱比锡动画电影节等都是国际动画发展的重要平台，对独立动

画有着很强大的推广作用。

“除了电影节、工作坊，国外有很多大师见面会、高校讲座、学术的商业推

荐、公众与导演见面等。也会把优秀艺术家及其作品推荐到其他电影节，令他进入

一个更好的生态循环，加强作品推销和版权交易。这些令独立动画的推广层面很立

体，而国内在这方面还很欠缺，我们需要时间，至少要近20年的时间才能慢慢形

成。”张小涛说道。

六、深圳特区报（2013.12.1.4）

有梦想就能不孤独？

■ 深圳特区报记者  梁婷/文  齐洁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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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民营经济报（2013.1.17\22文化创意周刊-独立动画）

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
小众但却出众

日期：2013-01-17  版次：22 

版名：文化创意周刊·独立动画

近日，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

展·心灵世界：作为虚拟艺术工程”在华

侨城创意文化园开幕，该展览邀请了来

自国内外共56名艺术家及团体，展出近

100件独立动画作品，并梳理了国内独立

动画这十年来的发展进程。

在动漫市场的同质化背景下，独立

动画带着其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以及

其或有趣或荒诞的叙事模式让观众领略

到不一样的动画风格。正如策展人之一

何金芳所说，“独立动画是小动画，大

道理。”除了作品的展播外，独立动画

生存发展的问题亦成了本次“双年展”

中的重要话题。主办方深圳华侨城创意

文化园的副总经理张含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希望通过展览，让更多的

人开始关注独立动画这一行业的生存状态，并能引起艺术界的重视和研究。”

独立动画的“独立性”

什么是独立动画？策展人之一王春辰认为，“独立动画不是一般的商业化动画大

片，而是小制作、独立制作的艺术动画，也即艺术家个体或小组以独立的艺术观念来创

作的一类动画作品。它的创作基础是艺术观念，它的功能定位是艺术，它的精神实质是

前卫探索，它的学术地位是个人美学。”与商业动画的不同，当记者站在一个个跳动的

荧屏面前，感觉到独立动画的表现少了些娱乐，多了份冷静以及对艺术的偏执。

“独立动画在思想、技术与观念上,有其独特性和差异性。”何金芳所认为，

正是因为独立动画的“独立性”，让其在表现形式上更别具一格，有“动手绘画情

结”的艺术家们可以通过版画、油画、水墨画等手绘的方式，再加上逐格动画运用

从而制作出来，不单纯是靠电脑技术去绘制。何金芳表示，与商业动画对比起来，

虽然独立动画没有很严格的叙事性，但它包含了较深的哲理与更浓厚的艺术性，而

它艺术的表现是达到了一定欣赏性，而不仅只是一般的观赏性。

何金芳告诉记者，展览的主题之所以称“心灵世界：作为虚拟艺术工程”，是

因为在这些作品当中都表现了艺术家最真诚的一面，“真诚的东西很容易打动人，

让人的心灵产生共鸣和震撼，而动画作品虽然是描绘了虚拟的世界，但虚拟中其实

也体现了现实社会的百态。”何金芳说。

小动画，大道理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届独立动画双年展的作品分成了7个板块：心灵世界的超

验图像、网络世界的信息与编码、走向真实的虚拟工程、复活的水墨世界、青春期

的意志、动荡的全球化视野和脱机动画。从长度看，有三五分钟的短片，也有70多

分钟的长片；从展陈形式看，有一台放映机和显示器即可的常规作品，也有需要5

台电脑和多幅投影幕才可呈现的非常规作品；从表现形式上看，有常见的二维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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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CG动画，也有版画、水墨、粘土、折纸动画。不管形式如何不同，它们有一个共

同点：从创作之初就没有预设目标受众群，只是创作者的自我表达。正因为如此，

独立动画作品有了一些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艺术气息和难以捉摸的意义。

在展览中，艺术家徐冰的《汉字的性格》以水墨晕染的“一”字作为动画的开

篇，他把中国文字与中国当下社会的性格相结合，用文字的一行一竖、一撇一捺去道

尽生活百态；在作品《电梯一日》中，艺术家卫诗磊以在电梯这个大箱子里各自怀着

心腹事共处片刻的一天来展现社会冷暖；在砂纸上反复的擦画600多次后完成的动画

《弗洛伊德，鱼和蝴蝶》，以意识流的叙事风格将观众带入神奇的感官之旅中。

独立动画的市场尴尬

由于独立动画和商业动画的投资方式不同，仅由个人出资制作的独立动画虽更

好地保持了其作品思想的独立性，但从整个健康的独立动画生态体系来说，缺乏市

场和管理机制是致命的。何金芳表示，独立动画现在在我国来说，它是还是很小众

的，不要说是在电视荧屏上播放，即使是一些影像的展览，它们也很少被重视过。

“独立动画现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它介于当代艺术和电影之间的中间地带，

两者都有关系，但两者都不太兼容。”何金芳解释，独立动画虽然属于当代艺术门

类，但却是一个很小的分支，很难引起注意；其次，由于它是播放影像类，有人认

为它属于电影类，但它又没有电影常规的叙事性，也不能通过正常的院线去播放，

所以电影也很难承认它的地位。

独立动画的尴尬局面也使之很难介入市场。何金芳告诉记者，现在大部分的独

立动画都是没有市场的，偶然间，也只有在电影节和动画节上零零星星地展出，或

者画廊也可能为独立动画人代理出售动画创作时的部分手稿作品。“在国外，独立

动画可以由美术馆、基金会、艺术机构等进行收藏，但我国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很

好的收藏系统，而且独立动画的收藏不像收藏画一样，收藏独立动画的母带是需要

一定的条件配备的。”何金芳说。

不像国外有专门的艺术院线，国内的独立动画要登上荧屏，想要从小众进入大

众的视野，网络似乎是其最合适的播出方式。何金芳表示，艺术家考虑作品的发行

渠道时，可以尝试通过与网站合作等方式来宣传推广，例如艺术家刘健投入了70万

元人民币制作的73分钟独立动画作品《刺痛我》，现在便是通过与土豆网合作来实

现与市场对接的。

本报记者 罗 敏 梁卓慧

文章链接：http://epaper.kingmall.com/html/2013-01/17/node_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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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周末画报（201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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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广东卫视公共频道新闻栏目报道           
         （201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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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0755消费周刊（201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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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雅颂风（2013.01） 十二、新视线（2013.01）



“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媒体报道汇编

36

“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媒体报道汇编

37

十三、大家东方艺术（2013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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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时代周刊（2013.01） 十五、双城（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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