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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film�Zootopia�is�a�3D�animation�presented�by�Walt�Disney,�whose�box�office�performance�has�gone�up�all� the�way�with�

favorable�and�amazing�comments.� It�has�attracted� the�audience�of� the�globe�and�has�become�a�masterpiece� in� film� industry�with� 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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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动物城》是 2016 年 3 月由美国迪斯尼影业公司出

品的 3D 动画片，由拜恩·霍华德、里奇·摩尔及杰拉德·布什

联合执导，讲述了小镇女青年“茱蒂兔”前往大城市展开寻梦

之旅、实现其警察职业理想的故事。 该片于 2016年 3月 4日

在中国大陆与北美同步上映。 自上映以来，《疯狂动物城》在

中国和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票房成功。“根据 Box�Office�

Mojo 的统计，截止 2016 年 4 月 17 日下线，该片中国内地票

房达到 2.36 亿美元（超过 15 亿人民币），其全球票房已经达

到 9.8 亿美元。这使得其整体票房位居内地影史第六，并成为

本年度迄今全球票房最高的影片。 不仅如此，该片也获得了

业内和市场的一致好评。 在北美知名影评网站烂番茄上，《疯

狂动物城》曾获得 100%的好评；在豆瓣上，观众也对此片曾

给出近期最高的 9.5 分。”“2016 年 12月，《疯狂动物城》被选

为 2016美国电影学会十佳电影。 2017 年 1 月，获得第 74 届

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最佳动画电影。 2017 年 2 月，该片获得

第 89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片奖”， 获第 44 届美国动画

安妮奖最佳动画长片、最佳导演、最佳动画角色设等六项大

奖（安妮奖是美国动画领域的奥斯卡奖）。

1《疯狂动物城》的艺术特色

《疯狂动物城》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主要取决于以下几

个特色亮点。

1.1浓郁的趣味性

电影的选题和制作能否满足大众的审美及娱乐需求决

摘 要：电影《疯狂动物城》是美国迪斯尼影业公司出品的 3D 动画片，票房业绩一路走高，好评如潮，令人惊叹。 它以浓郁的

趣味性、精良的制作技术、隐喻的叙事策略、乌托邦遗产的继承与重构以及勇于进取、尝试一切的主题意蕴吸引了全球观众，成为

了动画界的又一鸿篇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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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着电影的成败。 从观众的角度出发，制作出满足观众心理

诉求的电影，考验着电影制作方对于生活体验、情感积累、审

美修养和艺术技巧的深度把握能力，趣味性更是电影行业优

胜劣汰的法则之一。 从电影《疯狂动物城》上映后所取得的票

房成绩来看，它在满足不同观众的心理期待方面无疑是成功

的。 在影片中成年人看到了政治游戏，孩子看到了动物和童

话，妇女看到了女权主义的自立自强，男人看到了勇敢者的

坚持和智慧， 老年人看到了后辈们有出息、 多民族大团结

……总而言之，这是一部适合所有人欣赏的电影，各种类型

的人都能从中找到与自己的观影心理相契合的趣味。

影片的趣味性首先体现在动物城公共设施的设计上。 开

往动物城的列车有多扇大小不同的门，方便身高体形差异较

大的动物们有序地上下车；每个动物物种都有配套的生活设

施和出行车辆，如长颈鹿有专用的取餐通道，仓鼠有专用的

管道滑梯，河马有专用的风干系统等，这种种设计既体现了

动物城大都会的繁华、先进和井然有序，也使动物城看上去

奇妙而真实，充满了趣味性。

影片的趣味性还体现在动物形象的设定上。 在影片的开

始即以动物们突兀的身高差来体现滑稽与幽默，却又不失合

谐的美感：身材娇小的食草动物雌兔茱蒂的职业理想竟然是

跻身于高大魁伟的大象、犀牛、河马等大块头动物们之间（这

其中不乏食肉动物），做一名与罪犯斗志斗勇的女警察，她克

服庸常思维获得成功的过程充满了悬念， 而悬念最具趣味

性；一贯偷奸耍滑的狐狸尼克终于被茱蒂兔的赤诚和执著打

动，与朱蒂并肩作战，最终破获了大案，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

警察；动物城里令人闻风丧胆的江湖一霸“大先生”竟然是身

材超级“袖珍”的鼩鼱，而膀大腰圆的北极熊却是听命于它的

打手、随从、保镖；警察局长是位体魄健硕、脾气倔强的非洲

大水牛， 警局前台接待员则是位酷爱食用甜甜圈的胖豹子；

做事慢慢腾腾的政府工作人员树懒却又号称“闪电”且热衷

于飚车；蓄意扳倒市长、颠覆和谐动物城的幕后元凶竟然是

一只崇拜狮子市长的外表柔弱的雌性食草动物———“绵羊”

副市长。

影片的趣味性还来自动物世界对人类世界的戏仿。 在

《疯狂动物城》中，所有建筑和街道都具有人类文明社会的场

景特征。 拟人化的故事场景把观众带入了亦真亦幻的童话世

界———动物城中也遍布着类似于人类社会的广告，如商场户

外巨大的电子广告牌写着滚动显示的标语“JUST�ZOO�IT”，它

源自某全球知名的运动品牌的流行语“JUST�DO�IT�”；Mr.�Big

的北极熊保镖手机里的搜索引擎“Zoogle” 脱胎于美国的

“Google”； 夏奇羊和北极熊分别代言的广告“Preyda”“Bear-

berry”则是对美国商业大牌“Prada”“Bruberry”的仿作；绵羊副

市长手中拿着的《纽约时报》是动物城版；茱蒂兔的录音笔是

胡萝卜形状，她用的手机也是胡萝卜 6S 品牌，这侧面反映了

茱蒂兔的饮食习惯及动物城的流行文化；动物城里也有售卖

盗版光碟的现象，所售之碟却是迪斯尼公司早年出品的影片

《超能陆战队》《长发公主》《无敌破坏王》等。 当然，其影片的

人物形象也被恶搞成与动物城居民审美趣味相一致的动物

模样，实在令人捧腹。 这些精心设计的场景与当前美国的流

行文化元素亦步亦趋，与现实社会遥相呼应。 通过这些象征

符号、具象化的物品设计使虚拟的动物城与现实世界非常贴

近，显得格外生动有趣。

1.2�精良的制作工艺

1.2.1�3D 影像技术的运用

所谓 3D 电影， 就是将原本在平面上通过传统透视关系

模拟表现三维世界的方法，革新成了让观众能真实感受到三

维空间的方法。 也就是说，传统电影在画面组织上只有 x 轴

和 y 轴， 而 3D 电影中却具备了真实三维空间的 x、y、z 三轴，

就是通过模拟人左右眼的视差，令观众产生具有纵深感的幻

觉，从而无限接近我们现实生活中观察到的世界。

影片《疯狂动物城》运用 3D 影像技术充分展示了每种动

物的外形特点，把动物们的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同时也呈

现了一个质感极强、符合生态逻辑的生活环境：动物城中的

建筑物风格多样，色彩鲜明绚丽，近景远景都各具形态，较好

地再现了真实世界的景观，而且极具理想化的童趣，满足了

观众的视觉需求和猎奇心理。

1.2.2�对现实世界的模拟

由时光网（Mtime）专访该影片的导演及制作人员后的报

道[5]可知，影片中出现的动物种类有 64 种，树木数量超过 50

万株，并且保留了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特点。 此外，为了给动

物城增加贴近现实世界的真实感，该片为每种动物设置了与

各自特点相匹配的居住环境，包含雨林、沙漠、冰原等不同区

域；城市建筑所用的材料不是玻璃、混凝土、钢铁等材质，而

是树木、花草、沙石、冰块等大自然赋予的天然原料?，并由此

设计出影片中苔原镇（Tundra�town）、 撒哈拉广场（Sahara�

Square）、朱迪的家乡———兔子洞（Bunny�Burrows）等等景观。

动物城的核心气候类似于南加州。

为了逼真地展现一座浩大的动物城，创作团队花费了 18

个月的时间远赴世界各地调研动物，他们拜访了全世界的动

物专家， 其中包括奥兰多迪士尼世界动物王国里的专家，还

特地成立了一支远赴非洲的小分队， 如跋涉 9000 英里前往

非洲的肯尼亚， 进行为期两周的动物个性与行为的发掘，长

颈鹿、狮子、豹子等动物还常常被拉到工作室里，以便于创作

人员近距离地观察、创作。

为把动物的皮毛特色真实地呈现在影片中，创作人员还

制造不同强度的风来吹拂动物的皮毛，以呈现动物在室外空

气流动状态下的皮毛状态，对其进行反复观察并绘制动画底

稿。 迪士尼公司的视觉开发部还通过电脑软件来运算动物毛

皮的材质及其在可变因素（如光线、风、雨等）影响下的状态，

从而得出毛发在不同环境下最接近真实的效果，譬如尼克狐

抚摸绵羊副市长羊毛的动作，就是通过电脑软件做的数据分

析和三维建模，并不断模拟渲染而得出的最佳画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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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的形象设计完全参照现实世界中动物的身高比例，

以悬殊的身高差来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 带给观众高矮不

等、错落有致的审美体验。 动物城的各项设施也针对不同动

物的身高而设定了相应的尺寸，并在设计风格上体现出了全

球化的时代特点，如把冰川镇运动馆设计成有着俄罗斯建筑

风格特色的洋葱状穹顶结构，动物城火车站的室内热带花园

虽然加入了角状高塔，但依然有着西班牙马德里中央车站的

影子。

1.2.3�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

美国迪士尼公司出品的影片一向以制作严谨著称于世，

《疯狂动物城》即是其代表作品之一。 该影片的导演拜恩·霍

华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关于动物的电影太多太多了，所

以我们必须把这部片子做得很有辨识度。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必须做大量的研究工作。 我们不想做出一个和人类社会

差不多的世界，我们想要一些特别的东西。 ”为此，该影片组

建了 500 人左右的创作团队，筹备、创作花费了 5 年的心血，

单剧本在不断改动、优化过程中形成了好几百个版本，故事

的主角也曾进行了重大调整———从尼克换成了茱蒂，可见制

作过程中故事主线的改动之大、推敲细节的耗时之久。 在整

个影片制作过程中，共绘制了 19.7 万张草图，其中每一个镜

头的绘制、情节的设定都经由多位专家讨论、审定、修改……

正是因为整个创作团队有着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整个制做

过程如此的精益求精，才有了这部脍炙人口的电影大片。

影片制作方为更好地满足世界各国观众的口味，在上

映前针对不同的文化背景给影片冠以不同的名称。 比如在中

国，上映前为了更接地气，影片一度三易其名，其中文名称从

《动物乌托邦》改成了《动物大都会》，后又改为《疯狂动物

城》，可见该电影制作团队的良苦用心。

1.3�隐喻的叙事策略

什么是隐喻?�《当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修辞方法，比喻

的一种。 其构成方式是本体和喻体之间不用比喻词‘如’‘像’

之类，而是用‘是’‘成为’等动词来联系，把某事物比拟成和

它有相似关系的另一事物，有时连动词也不用，如‘飞翔的蒲

公英就是一把把小伞’。 也叫暗喻。 ”陈春梅认为：“隐喻是一

种思维认知方式，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隐喻中的两个对象具

有某些相似性和关联性，通过我们所熟悉的、具体的某一对

象，可以在具体的语境中，达到对某一陌生、抽象而复杂的对

象的认识。 ”大学被比喻成象牙塔即是一种隐喻：“象牙塔作

为一种对大学的隐喻已经成为一种广泛流行的符号。 它一方

面指大学是一个神圣的高洁场所，另一方面也指大学是一个

超脱社会现实之外的封闭机构。 ”希尔(Shuell)�曾说过:如果一

幅画需要一千个词来描绘的话，一个隐喻需要这样的一千幅

画。 因为我们在思考某一事物的时候，一幅画提供的只是一

个静态的影像，而一个隐喻却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疯狂动

物城》的英文名“Zootopia”，是运用了概念隐喻的方法给电影

命名，直译出来就是“动物乌托邦”的意思。 由于片名中所创

设的概念隐喻的目标领域与观众头脑中的源领域具有较强

的相似性，观众在看到片名的那一刻便联想到影片所传达的

意象，唤起了人们对“乌托邦”所代表的美好世界的重新思

考。 影片中的动物们都像人一样地生活着，穿衣服，说人话，

使用电子产品和机动车，它们的“人”际关系也像人类一样，

和平共处，各司其职而又互相依靠，形成了与人类社会组织

相一致的共生关系，因此，用动物城中的“居民”来隐喻现实

社会就显得十分符合情理，也合乎逻辑。

影片中每种动物的造型设计都有其隐喻意义，都对应着

现实社会中的某一类人，其“人物”形象十分鲜明，呼之欲出。

比如茱蒂兔，她身材虽然瘦小，但内心无比强大，不畏困难，

迎难而上，奋力追逐内心的理想，终使理想之花结出了丰硕

的果实，她是草根阶层的代表，是社会底层奋斗青年的精神

偶像；再如尼克狐，他因童年时期饱受种族歧视而产生了心

理阴影，对现实社会心灰意冷，便在“人”群当中弄虚作假、阳

奉阴违以求自保，但后来他也建立功勋，成了一名光荣的“人

民”警察，他的经历堪称是一个后进青年的进步史，这说明一

个“人”尽管从前的履历不够光鲜甚至还带有一点儿瑕疵，但

只要在正确目标的引导下努力打拼，总会修成正果；车管所

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低下，办事拖拉，程序繁琐，而且动作超

级缓慢的公务员却号称“闪电”，这是对政府工作状态的尖锐

讽刺；绵羊副市长口口声声为动物城谋求种族平等、为食草

动物争取权利，但她却在得势后镇压食肉动物，制造新的种

族歧视，这影射了现实社会中某些高层管理人员的虚伪和内

斗现象；狮子市长害怕影响自己的仕途而把失踪案压下来不

加以调查，这是官僚主义作怪的严重失职渎职行为；警察局

长不看好茱蒂兔的工作能力，这是明显的以貌取人……影片

中诸如此类的对现实境况的隐喻式表达体现了电影的批判

意识，也让观众管窥到了整个美国社会的种种弊端，意在言

说欲实现“乌托邦”式的理想之国任重而道远。 影片借动物世

界来隐喻人类社会，使主题表达更加意味深长。

2 主题意蕴

2.1�合理继承并积极重构乌托邦的价值理念

“乌托邦”是理想社会的代名词，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英国

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摩尔发表于 16 世纪的著作《关于最

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后

被简称为《乌托邦》），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是一个完全理性

的共和国，在这个国家里所有的财产都是共有的，生产资料

归全民所有，生活用品按需分配，没有压迫和剥削，人人平

等，婚姻自由，尊重女权，人人有时间享受科学研究和娱乐带

来的快感， 即使是在战争时期也不使用自己的公民去作战，

而是雇佣临近好战国家的雇佣兵。 乌托邦是人类思想意识中

对美好社会的憧憬，是人人向往的世外桃源。《疯狂动物城》

的英文原名“Zootopia”是“Zoo”和“Utopia”的组合，即由动物们

组成的乌托邦社会。 作为一部乌托邦叙事电影，它折射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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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社会的多重可能镜像，如动物城延续了乌托邦中人人

平等的理念，城中不再有弱肉强食的关系，每个动物都凭着

一己之力谋求生存发展之道，如经营商店、做政府公务员或

者基层服务员等，这隐喻了人类社会追求众生平等、消除强

权和种族歧视的美好愿望。

同时，《疯狂动物城》又展示了“反乌托邦”的一面，即对

现实社会当中某种现象的否定、质疑、批判。 虽然动物城已经

是一片令人神往的乐土，但这里也存在着偏见、种族歧视和

官僚主义，比如亲人、同事、伙伴都认为茱蒂兔当警察的愿望

是痴心妄想、自不量力；尼克狐讥笑茱蒂兔的家乡是经济相

对落后的“小地方”，茱蒂兔也反唇相讥尼克狐的出身也不过

如此；童年时期的尼克狐因食肉动物的出身而饱受歧视———

被小伙伴们提防、猜忌，甚至被要求戴上嘴套；茱蒂兔初识尼

克狐的时候也随身携带着防狐喷雾，以防不测；冷饮店人员

随意拒绝低收入者尼克狐买冰棍的要求；狮子市长担心自己

食肉动物的属性而得不到食草动物们的选票；外表平和善良

的绵羊副市长竟然觊觎权力策划阴谋……这种种现象都体

现了动物世界里根深蒂固的物种偏见和歧视，这是与乌托邦

社会理想相悖离的，因而称之为“反乌托邦”。 但是“反乌托

邦”并不是对乌托邦社会理想的全盘否定，而是对现有乌托

邦社会的一种“整改”意愿，是一种对自由、平等、民主的更高

层次的追求。 影片在结尾部分展现了“大团圆”的结局，即是

对乌托邦理想社会的重构， 是在继承乌托邦遗产的同时，用

新的具有超越性的乌托邦思想和信念来烛照人类向美好的

未来出发，为生活在当代社会的人们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指

南， 这进一步体现出了乌托邦社会理想所担负的拯救灵魂、

拯救未来、拯救人类的重大而深远的历史使命。

2.2�弘扬勇于尝试、敢于探索的进取精神

电影《疯狂动物城》虽然是一部动画片，但它也影射了成

人社会的部分现实，影片中的动物角色都被寄予了人类的思

想情感和崇高理想，其乐观积极的精神面貌和对真善美的不

懈追求深深感染着每一个观众， 具有启迪大众的普世价值，

使人们能在获得观影娱乐的过程中引发思考。 影片中的动物

城虽然是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和平共处的乌托邦式乐园，但

仍然是能者上、庸者下的竞争社会。 体格与力气并不占优势

的茱蒂兔想成为一名警察，她必须得向轻视她的上司、担心

她的父母亲友证明自己的能力，她先是以警校第一名的好成

绩毕了业，然后在履行交通警察之职的时候双倍完成了开罚

单的任务，紧接着又投入到了人口失踪案的调查当中，与搭

档尼克狐一起历经艰难曲折后，终于战胜了强大对手，成功

地侦破了要案，揭穿了绵羊副市长破坏和谐的阴谋，拯救了

动物城的命运。 茱蒂兔的英雄作为极大地弘扬了勇于尝试、

敢于探索的积极进取精神。 该影片的主题曲《尝试一切》意在

鼓励人们突破自身的局限，积极地尝试和挑战，力争塑造全

新的自我。 影片狂欢化的大团圆结局告诉人们一切皆有可

能，只要以正义为出发点勇于尝试，即使历经山重水复、千难

万险，但终究会柳暗花明、前途似锦。

3�结语

电影《疯狂动物城》沿袭了迪士尼动画以往的表现风格，

以帮助观众放松情绪和实现精神愉悦为创作原则，虚拟了一

个精彩的乌托邦动物城， 展现了动物们和平共处的美好场

面，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别具特色的视听盛宴。 影片既以其极

大的趣味性、精益求精的制作过程、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及

诙谐夸张的美式幽默带给观众愉悦的审美体验，又通过隐喻

手法影射了当今美国社会存在的种族歧视、 公职人员渎职、

贫富差距加大、高层政治内耗等社会矛盾，说明欲实现乌托

邦式的理想社会仍需时日且任重而道远。 影片寓社会教育于

看似轻松幽默的动画故事中，引发观众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

深刻思考，其勇于尝试、敢于探索的主题意蕴也对现实社会

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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