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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艾滋病儿童群体的动画设计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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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群体获得社会关注的热度极为有限，
艾滋病的污名化导致儿童群体在学习和生活中被排挤被孤立，
心理问题日渐显著。寻找到有效关爱艾滋病儿童群体的方式，使他们融入到非歧视的环境中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以帮助受艾滋病
影响的儿童消除社会歧视、促进情感交流为目的，对面向艾滋病儿童群体的动画设计进行探究，通过讨论基于艾滋病儿童群体的动
画设计原则，最终得出融入情感化设计的整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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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ldren's group affected by AIDS has a very limited popularity of social concern. The stigma of AIDS has led to being isolated from
children's groups in learning and life, and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Finding a way to effectively care for AIDS
children's group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integrate them into non -discriminated environments. The purpose of helping children affected by AIDS to
eliminate social discrimination and promote emotional exchanges, to explore the animation design facing AIDS children's groups. By discussing the
principles of animation design based on AIDS children's group,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integrating emotional design is finally concluded Es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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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是一种让人谈虎色变的不治之症，这不仅是世界

病防治工作，针对孩子的相关措施却是落后的。

医学上至今难以攻克的难题，
也是国产片中甚少触及的敏感题材。

1.2 生存现状

郭富城和章子怡曾主演过一部名为《最爱》的电影，讲述的就是

2021 年 7 月 14 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直面不平等

两个艾滋患者的生死绝恋，但即便如此，影片对于此一病症依旧

— 2021 艾滋病防治全球进展报告》
，报告中指出 2020 年全球有

讳莫如深，隐晦地称其为“热病”
。2014 年《情笛之爱》上映，作

3770 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其中 170 万是 0-14 岁儿童，至今

为一部儿童电影，却没有回避艾滋病这个话题，而是选择了直接

仍有 8 0 万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没有获得挽救生命的治疗。“我

面对，坦然呈现，在国内首次聚焦了艾滋病儿童这一群体。
《情笛

国截止 2 0 1 5 年底，报至“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的

之爱》以电影的形式向孩子们传递着生活的力量，让他们懂得关

15 岁以下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 (HIV/AIDS)有 9906

爱别人、如何去爱，学会坚持梦想，其中的社会价值不言而喻。现

[2]
例。”
2015-2017 年，全国艾滋病母婴传播管理信息系统记录

如今国内儿童动画片市场，对于暴力美学的追求一直是吸引儿童

了满 18 月龄经感染 HIV 孕产妇所生儿童 12235 例，其中 80% 集中

的一个策略，而孩子们的模仿也越来越超越家长们的想象。在中

在云南、四川等高发地区，各高发地区例数大于 5 00 例。联合

国教育迷惘探索的今天，
一部积极向上的动画电影显得格外珍贵，

国儿童基金会委托北京信息控制研究所对接受过关爱支持的 406

面对着异化的文化娱乐氛围与各种不同价值观的冲击，孩子的成

名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及其抚养人做了问卷调查。其中，30% 的儿

长成为时代的重要命题。

童父母双亡，3 3 % 父单亡，1 1 % 母单亡，2 6 % 父母健在。从抚

1

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群体的生存现状

养人来看，仅 16% 的儿童由父母双亲抚养，近 90% 儿童没有稳

1.1 艾滋病儿童群体界定

定的父母照顾。在身份公开的部分儿童中，14% 的抚养人明确表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 I J N A I D S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示儿童遭受过歧视。广西曾有家长联名上书抗议，表示无法接

(UNICEF)、 英国救助儿童会，将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归纳为以下

受艾滋病儿童和自己的孩子在同一个学校上学，虽然艾滋病儿童

四类：“1 . 感染了艾滋病的儿童，其中母婴传播而感染的占大

享有平等入学权利的规定早已写入相关文件，但学校拒收的新闻

部分，输血感染的占少数；2 . 与感染了艾滋病的父母或兄弟姐

仍时有出现。

妹共同生活的儿童。这部分儿童本身未感染艾滋病：3 . 艾滋病

除了入学困难，在云南和河南的研究均发现，比起不受艾

致孤儿童。因为艾滋病失去单亲或者双亲的儿童；4 . 受艾滋病

滋影响的孩子，受艾滋影响的孩子总的来说学习成绩表现更差。

影响的儿童。生活在艾滋病高流行区的儿童，包括同学、朋

受艾滋感染的孩子常常因为生病请假在家或是去医院接受治疗而

友、家庭成员乃至整个社会。” 阴影笼罩之下，本身处于弱

无法按时上学。父母感染艾滋的孩子一夜长大，需要照顾家

势的孩子将变得更加脆弱，与此同时，已取得重要进展的艾滋

人，失去父母后的孤儿则主要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而且缺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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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动力。在心理上，由于目睹亲人身体一天天变差，甚至死亡，
同时面临周围人的歧视和污名化，他们幼小的心灵还可能经历创
伤后压力综合征、抑郁等问题。
2

动画介入艾滋病儿童群体的独特优势

的心理特征，并且为儿童的生活支撑着一片丰富多彩的天空。
《小蓝和小黄》是一部抽象派的动画。作者用了两个抽象
的颜色块，一个蓝色，一个黄色，象征着两个好朋友。在成年人
眼里，这只是一本关于颜色的动画。但对于孩子们来说，这部动

艾滋病的污名化导致艾滋病儿童在学习和生活中被其他小朋

画讲述了一个关于爱和融合的故事。孩子们可以调动他们原有的

友排挤孤立，长期以往不利于儿童的性格和人格的塑造，这时

知识和经验来理解影片，从中获取信息并丰富自己的经验。正如

候也很难用说教的方式给儿童传达正确的价值观。然而动画的视

日本学者松居直所说：
“如果有丰富的想象力，人们可以看到他们

听艺术表现形式十分丰富，不仅具有儿童性的视角，还具有审

看不到的东西”
。在观看充满想象力的动画时，动画激起了儿童的

美价值。动画中好的故事可以丰硕儿童的人生经历，启发儿童

审美想象力，唤醒了儿童审美经验中最具特色的东西。这对于激

的哲学思想，培育其优异的性情品格，塑造健全的品德。更主

发儿童的创造意向，培养儿童的创造性思维，发展儿童的创造行

要的是在动画教诲中，儿童不仅是听故事的人，也会做讲故事

为，塑造儿童的创造性人格具有重要意义。

的人。 艾滋病儿童最终被欣赏和接纳，这留给动画创作与设计
[3]

的任务是极其重要的。

2.4 动画培养儿童的审美共情
培养儿童共情能力的一种常见方法就是直接说理，孩子们只

2.1 动画儿童性的视角

能似是而非地听从父母和老师的要求。孔融让梨的故事耳熟能

动画的主要观看对象是儿童，因此动画具有儿童性的视

详，但发自内心谦让的人却并不常见。孩子们天真纯洁，更容

角，无论是语言台词还是人物形象都具有儿童性，通过夸张、拟

易暴露自己的内心想法，因此他们比成年人更容易发生冲突。

人、幽默等易于儿童接受和感兴趣的方式进行情绪表达和思想传

当艾滋病儿童在学校受到冷落和欺负时，成人的说理很难奏效。

递。儿童在动画中理解文字与图片之间的内在关系，体验客观事

在动画创造的故事环境中，孩子们可以通过故事情节的呈现进行

物所反映的思想和情感，并用儿童的视角去理解儿童的语言和心

思考，这不同于屈服于没有理解的成年人的说理，而是有思考

理特征。动画中的语言和画面简练活泼、相辅相成，都具有语言

的行为。此时，动画片的引导比单纯的说理更有利于培养儿童

符号的表意功能。当儿童观看动画作品时，他们会相信世界上的

的共情能力。

一切都是活着的，就像青蛙变成王子，说谎者长鼻子一样。在动

动画片《雪孩子》主要讲述了雪孩子冲进屋里救火中的小

画创造的故事环境中，儿童可以通过故事情节的呈现进行思考，

白兔的故事。雪孩子和小白兔之间的生活和交流就像一个围绕着

有利于培养儿童的共情能力，促进他们身心健康成长。

孩子们的真实故事。遇到困难时，小白兔会哭，并有与孩子们

2.2 动画启迪儿童的审美感知

一样的情绪表达。作为象征的兔子形象与象征的儿童形象相融

艺术培养感性的能力，也就是我们说的感知力。就是通过

合，象征的功能发生在无意识状态，孩子们很容易把白兔当成

视觉、听觉、触觉这些感官，察觉外界事物的特点并且引发联

他们自己或者朋友。当孩子们观看动画片时，他们会把自己的

想。 就好像在法国电影《天使爱美丽》这部片子当中，爱美

情感投入其中，从而达到审美共情。

丽会想象天上的云朵，这种能力相对于理性来说是一种平衡，

2.5 动画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

[4]

它会帮助儿童解决更为复杂的问题，有助于通过表层去察觉事物

动画片中的人物通常是理想的、虚拟的、美丽的。当动画片

的本质。比如看到一棵树，有的人看到的仅仅只是一棵树，而

中的主人公表现出良好的行为并得到赞扬或奖励时，它将为儿童

有感知力的人会感受树影间光的细微变化，甚至会由此激发他的

树立良好的行为榜样。他们将了解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

情感共鸣。 当艾滋病儿童观看动画片时，他们可以感受到画面

恶、丑，什么是适当的行为，什么不应该做。我们可以长期模仿

中人的美和社会美。通过观察，又可以发现和欣赏动画中不同

典范的言行举止，并从中学习良好的生活习惯。此外，当儿童动

的情感表达，初步得到精神寄托。

画片中的主人公有不良行为并受到批评或惩罚时，儿童会进行反

[4]

一个人对事物的感知方式决定了他对事物的看法，所以一旦

面模仿，以防止惩罚的后果，澄清哪些是不当行为，约束自己避

给了儿童感知的时间，打开了想象的空间，将会改变他看待世

[5]
免犯同样的错误，克服不良习惯的形成。
因此，选择合适的动

界的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产品更加关注于感性方面的设计，

画片可以利用人类共有的真善美经验来教育孩子，让孩子对事物

你可能不仅仅是为了消费这个产品，而是被它其中的感性因素所

有正确的价值判断，引导或诱导孩子心中美好的天性，让他们健

吸引，动画不仅培养儿童看、观察，更重要的是培养深度的感

康快乐地成长。

知和表达，这才是未来最具有竞争力的部分。
2.3 动画提升儿童的审美想象

3

基于艾滋病儿童群体的动画设计原则

3.1 包容性设计

动画不但能启发儿童的审美感知，并且丰硕了儿童的精神世

现实生活中一些公益广告或宣传海报经常能看到“珍爱生

界。儿童天生就是幻想家。对于孩子来说，他们对周围的世界

命，远离艾滋”“远离艾滋，请洁身自爱”等具有警示作用

充满了好奇心，但由于他们能力有限，缺乏生活经验，他们不

的宣传标语，标语的初衷是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的防艾意识，以

能像成年人一样依靠实践和理性来掌握现实世界，控制世界的唯

此杜绝艾滋病的蔓延和发展。但很多人把“远离艾滋”等同于

一方法就是通过幻想。因此，所谓的“童心”实际上是基于

“远离艾滋病人”，在集体主义文化关于艾滋病的宣传和报道中

想象的现实。自由自在、丰富多彩的想象，不但合适儿童特有

唤起了人们有关羞耻与恐惧的第三人感知偏见。对此关于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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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动画设计要在“人、物、境”三者关系中营造一个包

子化成了红丝带的故事。

容性的思维方式：1 . 普通广大儿童角度讲：动画在满足基本功

动画开始以阴暗的冷色调映入眼帘，后因小女孩的到来整部

能的同时还具有关爱艾滋病儿童的价值导向性。2.艾滋病儿童群

动画的场景都变得明亮起来，无论是小女孩刚来学校那天，还是

体角度讲：动画在满足特殊需求的同时，不会为艾滋病儿童群

小男孩与小女孩相处的种种场景，都有阳光在照耀着。而且无

体带 来“特 殊 ”的困 扰 ，体现 人 性 关 怀 。

论是片头还是片尾，都有阳光与阴影并存的画面。世界是阳光

3.2 情感化设计

与阴影并存的，有些地方被阳光温暖着，有些地方受阴影笼罩

在心理学中，情感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态度”，是一种

着。而一直都有些人，用自己的努力让阳光驱散更多的阴影。

经验的表达，与自然需要和自我生存的本能需要有关。在动画

动画中的绳子，不仅仅是道具，更是爱的象征。小女孩给小

制作过程中，情感对比离不开人物的情感表达，往往会影响观

男孩绳子的时候说“咱俩就拉着绳子玩吧，这样你就不会传染给

众情感的变化。高桥留美子的动画作品《犬夜叉》里面有个配

我了”用孩子天真无邪的视角去安慰成年人的恐惧。绳子可以作

角叫“念地儿”，虽然长相丑陋，但从头到尾都是善良的存

为两个人情感的联系，也代表着正常人和艾滋病人的联系。绳子

在。即使面对村民对他和母亲的恶意，念地儿依然能以德报

本身，具有在关系中“链接”的内涵象征，如果没有爱，就没有

怨，救助村民，最终得到了村民的接纳。这对面向艾滋病儿童

紧密的链接，小女孩用绳子作为工具，和男孩一起玩耍，替男孩

的动画设计提供了帮助和反思。艾滋病儿童可能没有机会展示自

考虑，想男孩所想，就像亲人一样。绳子作为一种隐喻，也意味

己，但在动画角色中，他们似乎在幻想世界中看到了自己，从

着支持艾滋病人与反对艾滋病人的一种和解。真正的爱，不是刻

而产生共鸣和感动。人们的生活经历和阅历是不同的，他们把

意的同情，也不是苛责的评判，而是看到、接纳和积极关注。

自己置身于虚拟的角色中，寻求一种存在感和美感，通过角色
的情感表达，儿童的情感可以直接传达。

[6]

影片结尾小朋友围成圈唱歌的画面用了画框式构图，因为画
框代表了现实与理想的边界，
因为现实情况是对艾滋病人不友好，

3.3 符号化设计

所以画框的出现就是代表了对于关爱艾滋病人的思想，也是对未

动画的符号设计就是要让观众理解它，使其具有普遍意义的

来的一种美好向往。

共同特征。在共性中表达个性是语言符号表达的难点和重点。

5

结语

设计师需要仔细观察、推测并做出大胆的选择。提取生活的常态，

沟通和交流是提高彼此认知的最有效方式，动画是改变儿童

创造准确、清新的符号。目前，许多动画师在写实动画中使用“Q

心理活动的方法之一，颜色、情感和角色都是在客观条件下影

版”的形象和动作来表达角色的心理状态，这可以说是一种象征

响儿童的因素。对于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动画应该通过感性

性的创新。它巧妙地解决了人物心理暗示的可视化问题，也便于

和理性需求相结合的方式传达信息，通过动画本身的艺术特点促

观众理解。应该指出的是，符号化不是模式化的。观众对动画形

进儿童的情感表达和交流，引起公众的关注、包容和共情，消除

象的价值判断不仅在于造型的审美层面，还包括故事赋予角色的

对艾滋病的恐惧，提高艾滋病儿童群体的保护意识，引起人们对

“心”。 即上述包容性。
[7]

3.4 隐喻的运用
隐喻手法在象征主义流派当中占据优势地位，在创作动画
时，常常用带有隐喻的形象来表达象征意义，动画艺术本身所特

艾滋病儿童群体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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