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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英雄拯救世界？

先看超级英雄电影自救指南

2019 年开年三部票房大片并未有任何一部“创造新世界”———

当《蜘蛛侠：平行宇宙》从《犬之岛》《无

敌破坏王 2》《超人总动员 2》的环绕中突围，

获得 2019 年金球奖最佳动画长片时， 在北

美上映三周的《海王》票房持续“霸榜”，实现

周末票房三连冠，而在北美票房平平的《大

黄蜂》，在中国上映三天票房超过 4 亿元，这

是中国市场近十年来一月档期进口影片的

最好成绩。

2019 年开年刷屏的三部电影， 全是超

级英雄片。 三部风格迥异的电影，唯一的共

通处是在各自所属的系列里扮演了 “拯救

者”的角色。《蜘蛛侠：平行宇宙》重建了观众

对漫威漫画改编电影的信心，毕竟，在这部

动画长片上映几个星期前， 漫威最新一部

《复仇者联盟 4》的片花伤透了粉丝的心。 在

《海王》出现前，DC 漫画系列的超级英雄片

如死水一潭，重启的超人和蝙蝠侠无力对抗

对手漫威的“复仇者联盟”，被寄予厚望的神

奇女侠显得孤苦无依。 《大黄蜂》更是《变形

金刚》系列的触底反弹之作，回望 2007 年到

2017 年，五部《变形金刚》电影经历了票房

和口碑的高开低走，到《变形金刚 5》时，口

碑探底，票房失利，以至于制片厂不得不腰

斩这个系列……

三部电影， 无论视听设计是时髦或复

古，都是围绕着“成长”这个古老的主题。《蜘

蛛侠：平行宇宙》《海王》和《大黄蜂》，都没有

对“超级英雄”这个电影类型做出实质的更

新，它们中的任何一部都没能实现“创造新

世界”的体验，而是在“俗套”的范围里尝试

有限的改良。电影里的超级英雄一定能跨过

“成长”这道坎，拯救自己也拯救世界，而超

级英雄电影要实现自救，还真是关隘重重。

《海王》：止于再现多部经
典的“视觉前史”

过去的十年里，在超级英雄片这个战场

上，DC 漫画被老对手漫威打得没有还手之

力，尤其在《复仇者联盟》系列铺开“漫威宇

宙”之后，亦步亦趋的“DC 宇宙”几乎是个笑

话。 当导演温子仁接手《海王》时，这部电影

成了 DC 漫画破釜沉舟的一场战役。

现在，《海王》 在中国市场的票房逼近

20 亿元人民币， 全球票房总计 7.5 亿美元。

这张成绩单充分证明，“够嗨够爽”是当下好

莱坞的时尚。但好莱坞工业对叙事资源的调

整，仍然能给主流电影业带来一些启发。《海

王》的故事线，是糅合亚瑟王传说、莎士比亚

戏剧、“劈山救母”和“白蛇传”等东方神话，

进行东西整合的文化混用，而这套“老得掉

渣”的叙事基因竟然仍是有效的。 《海王》的

这次实践说明，古老的叙事模型在当下娱乐

产品市场中具有恒久的经济价值。

在简单幼稚的故事里，打造感官刺激的

视听奇观———《海王》的亮点在于影片对“海

底世界”的构建。主创团队大量地借鉴了《阿

凡达》《异形》《星球大战》和《指环王》等影片

留下的“视觉前史”，借助珠玉在前的美学趣

味，同时利用观众拥有的观影经验，导演温

子仁在视听设计中把“类型”的元素铺排得

很好，进而做到极致的呈现。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海王》拿不到今年

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提名，它甚至没进入十

强。 以行业的标准衡量，《海王》是对既有视

听资源的整理和重新排列组合，它远没有做

到“影像再造一个世界”；然而市场认可的恰

是此类有限的改良，因为大众在娱乐消费中

并不渴望全然新鲜的陌生体验，而是创作者

对模型进行微调和修正后的“差异体验”。

《大黄蜂》：用“外传”的方
式曲线自救

从 2007 年到 2017 年，五部《变形金刚》

电影演示了一个经典 IP 如何在观众中口碑

崩塌。 《变形金刚 5》上映时，是真正的车祸

现场，从主流媒体的评论版到社交网站的评

论区，都惨不忍睹。

在 2007 年的第一部《变形金刚》大电影

出现前，“变形金刚” 的粉丝大致分为两种。

一种是 “硬核 ”热爱者 ，动漫观众里的 “极

客”，他们看过所有的老动画，收集孩之宝出

过的各种版本的玩具，了解官方的“变形金

刚编年史”，对民间的“变形金刚野史”更是

如数家珍。 另一种是为少年情怀埋单，这类

观众看着 1980 年代初的动画长大， 擎天柱

和大黄蜂成为一段珍藏的童年往事。这两类

粉丝，对 2007 年的《变形金刚》其实是不屑

的。 那部电影以及整个系列最大的意义，是

完成了粉丝的迭代， 而 2017 年 《变形金刚

5》黯淡收场，作为一个电影系列，它烂尾了，

但是它用十年时间制造了新一代的“变形金

刚 ”受众 ，在这群人的心里 ，这个名词和豪

车、视效大片以及狂飙的高科技新闻联系在

一起。

《大黄蜂》的出现，既是用“外传”的方式

曲线拯救一个做砸了的电影品牌，也要解决

流行文化资源开掘过程中的关键议题：如何

实现超级英雄的迭代。 “超英”拍了又拍，依

托的是时代话题的介入和观众对主角情感

的代入。 《变形金刚》的失败，在于这个系列

没能像《美国队长》或《黑豹》那样，触到时代

的痛点继而让旧有的叙事资源焕发出新的

戏剧活力。 导演迈克尔·贝没有足够的能力

去把握时代议题的脉搏，他又被赋予了挥霍

的行业资源，于是，电影拍到后来，成了砸钱

的汽修店。

《大黄蜂》的拍摄策略是很直接的，就是

刺激观众对主角代入情感。 影片在规划之

初，目标粉丝群是 2007 年的电影观众，但试

片效果很差。于是不得不补拍镜头并调整剧

本 ，最终把 “共情 ”的渴望交付给那群看着

1980 年代的动画长大的“情怀派 ”，让大黄

蜂从骚包的雪佛兰跑车回归到蠢萌的“甲壳

虫”，时间线回到了 1980 年代中期，这和中

国观众熟悉的那部动画片的时代背景是同

步的。整部影片呈现的质感是很 80 年代的，

带着老派家庭电影的氛围，同时，因为成本

控制的原因，视觉大片的工业感被很大程度

地削弱了， 主角大黄蜂不再是威风八面的

“汽车人 ”， 更像是流落地球的小外星人

ET———它在电影里还真的和女主角对手

指，再现了 ET 的经典一幕。 当然，这也不奇

怪，毕竟《大黄蜂》的第二制片人就是斯皮尔

伯格。

斯皮尔伯格对这部电影的影响是显而

易见的，首当其冲是影片中庸守正的家庭观

念；其次，贯彻了斯皮尔伯格对年代剧质感

的高标准严要求，大黄蜂所处的时空氛围和

时代脉络是和这个角色同等生动的。但这事

实上带来一个非常棘手，而电影最终也确实

没有解决的问题。 影片叙事涉及美国军方，

明确指向美苏冷战和 1983 年的格林纳达战

争 。 当时 ， 美国为了加勒比海的制海权 ，

出兵弹丸岛国格林纳达， 终结了当地的亲

苏政权。 这个历史事件介入到主线中且若

隐若现左右了剧情走向的背景， 就像 《神

奇女侠》 里对二战的模糊指涉， 在娱乐电

影的语境里， 严肃的历史讨论当然是不可

能实现的。 一个成长主题的青春故事要怎

样处理残酷的时代背景？ “历史” 被拆解

成怀旧感的色调和视觉元素的碎片， 成为

实现视听奇观的必要条件 ， 而 《大黄蜂 》

最终在这个话题上和了稀泥。

《蜘蛛侠 ：平行宇宙 》：疲
态大片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海王》让人看到一个熟悉电影类型文

化的导演怎样举重若轻地 “新瓶装旧酒”，

《大黄蜂》是对“老派”的全面回归，不仅画风

是 30 年前的， 价值观也全面回撤， 相比之

下，动画片《蜘蛛侠：平行宇宙》倒是让疲态

的大片有了在平行宇宙里另类打开的方式。

因为电影市场对视觉奇观的消费需求，

以及青少年受众的诉求， 使得根据动漫改

编的超级英雄片成为好莱坞主力制作的重

中之重， 从北美地区的票房收入结构来看，

超级英雄片撑起了整个工业的半壁江山 。

也正因为这样 ， 超级英雄越来越不好

看———为了高回报， 就会高投入。 投入越

大， 就越不许冒险， 也不能犯错， 这必然

导致了大部分超级英雄片采取保守的制作

策略， 以至于电影的趣味往往和制作投入

呈反比例曲线。

在漫威漫画的众多角色里， 美国队长

是类似顶梁柱的存在， 而蜘蛛侠是名副其

实的 “国民弟弟”。 这个角色被当作代际传

承的摇钱树， 动画片版本就已多到需要考

据， 而电影 《蜘蛛侠》 三部曲被业界公认

是难以超越的少年超英经典之作； 后来又

有漫威历经周折买回版权， 《蜘蛛侠： 英

雄归来》 搭着 “复仇者” 系列的顺风车重

上大银幕。

“家住布鲁克林的高中生彼得·帕克意

外被蜘蛛咬了之后获得了超能力。” 这个被

重述了无数次的故事还有翻新的可能

么———除了换演员？ 《蜘蛛侠： 平行宇宙》

恰恰让观众看到， 哪怕你对一个故事的每

个细节如数家珍， 哪怕你熟悉每一种 “英

雄” 和 “反派” 的配方， 一部足够有趣的

电影仍然能提供出新的观感。

所有超级英雄大片焦虑的核心议题是

“一代有一代的偶像”， 怎样从无到有地创

造一个新的偶像。 而 《蜘蛛侠： 平行宇宙》

不怵 “旧 ”， 叙事利用 “平行宇宙 ” 的概

念， 把历代蜘蛛侠抽离了他们各自的时空，

在一个平行的世界里吹响 “蜘蛛侠的集结

号”。 一个金发英俊、 完美偶像般的蜘蛛侠

在战斗中不幸死去， 一个困在成长烦恼里

的黑人男孩迈尔斯意外 “继承” 了蜘蛛侠

的衣钵， 电影用多快好省的方式结束序幕，

然后展开足够大胆也足够魔幻的情境： 平

行世界层叠， 陷入中年危机的蜘蛛侠、 日

本动漫里的机甲女孩版蜘蛛侠、 1940 年代

的黑色电影版蜘蛛侠、 酷帅少女版蜘蛛侠

和猪猪侠， 都被送到迈尔斯的世界里。 这

部电影也如同平行宇宙交叠的时空， 交织

着一个少年的成长故事和一个经典动漫角

色的变迁史。

与新一代蜘蛛侠迈尔斯有关的故事，固

然是中规中矩、 意料之中的美国派家庭戏

剧，但整部《蜘蛛侠：平行宇宙》或多或少让

我们看到“超级英雄电影”所能拥有的变体，

而且，这样的变体是很有趣的。

■本报记者 柳青

吴珊卓成首位亚裔
金球奖最佳女主角

第 76 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结果日前揭晓，多个奖项

意外“爆冷”。 然而，当晚最大的亮点当属亚裔演员吴珊卓，

她不仅成为第一个获得金球奖剧情类最佳女主角的亚裔演

员，也是第一个主持美国重要颁奖典礼的亚裔女性，和唯一

一个两度摘得金球奖的亚裔演员。

专业难敌热度，金球奖难成奥斯卡风向标

电影《绿皮书》是今年金球奖的最大赢家。 这部聚焦种

族问题的电影票房平平，却摘得音乐喜剧类最佳影片、最佳

男配角和最佳编剧三项大奖。 电影《波希米亚狂想曲》也出

人意料地获得了剧情类最佳男主角、最佳电影两项大奖。

外媒评价，《绿皮书》和《波西米亚狂想曲》的成功或许

证明，对于金球奖来说，获得观众的关注远比专家的喜爱更

重要。《绿皮书》聚焦意大利裔保镖托尼·利普护送黑人爵士

钢琴家唐·雪利从纽约前往美国南部演出的经历；《波西米

亚狂想曲》 则讲述皇后乐队主唱弗雷迪·默丘里的崛起故

事，都颇具话题性。

金球奖固然是好莱坞知名度颇高的主流奖项， 但它由

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创办，奖项并非由业内专家票选而出，

因此屡次被质疑酷爱炒作话题、不具备艺术参考价值。不过

其成功之处，也在于对主流观众偏好的敏感性，在搜罗最受

欢迎的话题电影方面，金球奖一直被视为奥斯卡的风向标。

多元文化有望成为颁奖季大趋势

除了奖项归属， 金球奖最受关注的焦点无疑是打破金

球奖多个纪录的亚裔演员吴珊卓。 当晚光芒四射的吴珊卓

其实已在影视行业摸爬滚打了 30 年。她出身于加拿大韩裔

家庭，还曾因不够貌美遭好莱坞经纪人“劝退”“建议整容”。

即使出生于加拿大、完全没有亚洲的口音，吴珊卓在好莱坞

也长期困于欧美主流社会刻板印象中的“亚洲人”角色。 这

也是好莱坞的潜规则： 少数族裔只能成为白人主角身边无

关痛痒的小陪衬。 在接到本次获奖电视剧《杀死伊芙》的剧

本时，吴珊卓多次表示不敢置信还有演一号女主角的机会。

她的获奖结果对好莱坞的少数族裔来说， 称得上打破

了职业成长的天花板。在《实习医生格蕾》中的精彩演出，曾

让吴珊卓连续五年提名艾美奖，但屡战屡败。 去年，吴珊卓

因《杀死伊芙》提名艾美奖最佳女主角再度落空时，曾自我

解嘲：“仅仅作为亚裔，就是一种光荣了。 ”站上本届金球奖

舞台，吴珊卓表示终于与观众共同“见证了这个变革时刻”。

据悉，今年金球奖提名的《摘金奇缘》《黑豹》《假若比尔

街能说话》等多部影片，都以少数族裔为主角，票房可观。有

媒体评价，由此开启美国好莱坞新一年的颁奖季，或许将在

奥斯卡和好莱坞业内吹起更有利于多元文化的风向。

黑泽明经典《罗生门》
将出美剧版
本报讯 （记者张祯希)由斯皮尔伯格联合创立的安培

林娱乐日前宣布，将制作黑泽明经典影片《罗生门》美剧版。

安培林娱乐称，目前已经获得了作品的改编权，将在此基础

上制作一部全新的惊悚悬疑题材美剧。

拍摄于 1950 年的《罗生门》是导演黑泽明的代表作之

一。 这部改编自芥川龙之介小说的作品，云集了三船敏郎、

京町子、森雅之、志村乔等演员。影片曾拿下第 16 届威尼斯

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 电影《罗生门》讲述了一个扑

朔迷离的故事。日本平安朝代，一位武士和妻子在远行途中

惨遭意外，被强盗拦截，之后妻子被强盗玷污，而武士则原

因不明地死去。对于这桩充满疑点的案件，各个目击者却都

给出了真假不明的不同说法。真相到底是什么，直到电影的

最后一刻都不曾揭晓。

黑泽明曾经对《罗生门》的核心思想做了这样的解释，

人对于自己的事不会实话实说，谈自己的事的时候，不可能

不加虚饰。“这个剧本描写的就是不加虚饰就活不下去的人

的本性。甚至人就算死了也不会放弃虚饰，这是一幅展示人

的利己心的奇妙画卷。 ”他认为电影的焦点落在了“人性的

不可理解”这一点上。

斯皮尔伯格的公司要改编黑泽明的作品， 并不令影迷

意外。斯皮尔伯格本人就非常欣赏黑泽明，多次表示自己的

创作深受黑泽明的影响。 在拍摄《拯救大兵瑞恩》中诺曼底

海滩一战时，斯皮尔伯格脑海中浮现的恰是电影《乱》中城

池被攻陷的片段；黑泽明的《七武士》则是斯皮尔伯格在电

影创作遭遇瓶颈时，总会去其中找寻灵感与初心的作品。斯

皮尔伯格与黑泽明的交集也不止于精神上的欣赏 。 1990

年，80 岁高龄的黑泽明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作为青年

导演代表上台为老前辈颁奖的，正是斯皮尔伯格与乔治·卢

卡斯。 斯皮尔伯格还为黑泽明的晚年代表作 《梦》 出过

力———正是在斯皮尔伯格的斡旋下， 才促成了欧美公司为

这部作品投资。

海外视点

■本报记者 吴钰

在拍摄《拯救大兵瑞恩》时，斯皮尔伯格脑海中会浮现

出黑泽明电影《乱》中的片段。 图为电影《乱》剧照。

吴珊卓在《杀死伊芙》中出演女一号，角色人气颇高。

（资料图片）

■ 《蜘蛛侠：平行宇宙》《海王》和《大黄蜂》都围绕着“成长”这个古老的主
题。 然而，它们没有对“超级英雄”这个电影类型做出实质的更新，也没能实现
“创造新世界”的体验，而是在“俗套”的范围里尝试有限的改良。 超级英雄电影
要实现自救，还真是关隘重重

① 《蜘蛛侠： 平行宇宙》 剧照； ② 《海王》 剧照； ③ 《大黄蜂》 剧照。

③②

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