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有“缉”的步步惊心，
而无“魂”的动人之处

武打镜头的缩减，

不改变 “侠文化回归”

的事实

《有翡》是否是武侠剧？

武侠剧反映的是中国传统的侠文化
精神。 “侠”的特征在于善武，但单纯善武
并不能称之为侠。 重义然诺、“赴士之厄
困” （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的侠
义精神才是武侠必不可少的内涵。 金庸
《射雕英雄传》主人公郭靖所说的“侠之
大者，为国为民”更是人们公认的侠义精
神的写照。合格的武侠剧，首先要传达的
就是侠义精神。

《有翡》是否具有武侠剧应有的侠义
精神？答案是肯定的。《有翡》以主人公周
翡的成长为主线展开。 从周翡离开四十
八寨展开江湖历险开始， 她进入的就是
一个充满侠义精神的江湖世界。 其外祖
父南刀李徵就是这个世界里侠义精神的
代表。 李徵不仅在乱世之中建立了四十
八寨庇护一方百姓， 更在江湖上救人无
数。正如四十八寨寨训所说：“我辈中人，

惩奸除恶， 逢天下之危难， 救生民于水
火，遇江湖之不平，还大义于世间。 流芳
百代不必， 不平误解无妨， 但求无愧于
天，无愧于地，无愧于己。 ” 李徵为代表
的“双刀一剑枯荣手”构成了《有翡》江湖
的侠义底色， 周翡的江湖之路也因李徵
得到了众多英雄的帮助。 他们的帮助不
仅是对李徵的回馈，更是对侠义的弘扬。

说《有翡》是“侠文化的回归”，并非虚言。

那《有翡》又何以会被一些观众认为
不能称为武侠剧呢？ 这就不能不说到剧
中武打戏和爱情戏的比重问题。 武打是

武侠剧的必备元素，但《有翡》的武打场
景相对比较简陋。不知是否因为从 58 集
缩减到 51 集，很多重要的武打场景被剪
到只有寥寥几个镜头，甚至一闪而过，有
几处切换直接影响了情节的连贯。 如周
翡救兴南门少主朱晨一段， 她刚把刀拔
出来，镜头就切换了。 还有马叔叛变、周
翡雪峰救木小乔等场景， 剧中都只给了
个开头。

简化部分武打场景的同时，《有翡》

又增加了许多配角故事和爱情戏。 周翡
和谢允，李晟和吴楚楚、李妍和杨瑾都有
完整的故事线和感情线。 长篇电视剧对
各类人物进行完善本无可厚非， 但当一
些无足轻重的戏份被保留， 重要打戏却
被简化时，《有翡》 的节奏也就变得支离
破碎。

武打的薄弱削弱了《有翡》“武侠”的
含量，但如果就此否定该剧是武侠剧，恐
也有失公允。 周翡等少年人闯江湖的故
事里，“惩奸除恶”的武侠精神仍是主体。

何况该剧感情线虽多， 但并没有一般古
偶剧动辄亲吻拥抱的弊端。 早已生死相
托的男女主在全剧中只有两次吻戏，其
他人更是连牵手都少有。

有别于传统武侠
的新观念，为当下武侠
剧创作提供新思路

在笔者看来，《有翡》 最值得注意的
是其观念———与传统武侠不同的新武侠
观念。 该剧在延续传统武侠侠义精神的
同时， 更展现了新一代创作者与观众对
武侠世界的新观念， 这对当前武侠剧的
创作不无启发。

如不唯身份的英雄观。

女性形象突出是 《有翡》 的一大特
点。传统武侠多以男性成长为主线，男性
是江湖世界的英雄， 男女主间多是男强
女弱。 《有翡》主线是侠女周翡的成长史，

女性成为影响江湖世界的英雄， 男女主
间是女强男弱。 周翡与谢允的搭配如同
性转版的郭靖与黄蓉： 一个是男主资质
愚钝，女主聪明伶俐；一个是女主不通文
墨，男主敏捷机智。这打破了男性在江湖
世界里的中心地位，显示了《有翡》不唯
性别的英雄观。

该剧同时塑造了闯荡江湖的少年群
像，周翡之外，还有李晟、杨瑾、应何从等
少年。 周翡成长为南刀之时，他们也都得
到了成长。 尤其李晟，他开始是个莽撞的
“闯祸精”，几经磨砺之后，他懂得了谋
略，更懂得了担当，最终成为新一代江湖

领袖。 群像的塑造显示了《有翡》不唯主
角的英雄观，格局更宽。

如生生不息的江湖观。

传统武侠世界里， 前辈宗师总是居
于不可逾越的高度，晚辈只能膜拜学习。

《有翡》却不同，创作者深谙“江山代有人
才出”的道理，不仅没有将前辈奉为不可
超越的高人， 还总是让前辈对后辈满怀
爱惜之情加以容忍和指点。 如北刀纪云
沉年轻时曾挑战山川剑殷闻岚， 殷闻岚
在对战中本可杀了纪云沉， 但他不愿伤
害一个有前途的年轻人， 宁可选择震断
自己的剑。李徵表明了《有翡》的江湖观：

“双刀一剑没了，还会有新秀冒出来……

江湖生生不息，正是如此。 ”

江湖生生不息。李徵之后，其女儿李
瑾容竭尽全力守护四十八寨， 女婿周以
棠临危受命出山领军。到周翡李晟一辈，

危难时的一句“交代比性命重要”尽显出
侠肝义胆。 一代代武林英雄以侠义为本
书写着各自的江湖传奇，相同却又不同。

正如同是用破雪刀，李徵重在“无锋”，李
瑾容重在“无匹”，周翡则重在“无常”。

如不唯正统的传承观。

《有翡》的男主人公谢允是前朝太子
遗孤， 传统武侠世界中这样的角色会为
了夺回王位殚精竭虑（参见《天龙八部》

里的慕容复）。 但谢允并无意于争夺王
位。 在他看来， 为一个帝位而令生灵涂
炭，远不如让百姓安居乐业重要。谢允的
选择打破了传统“家天下”的观念，体现
了不唯正统的江山传承观。

剧中的功夫同样是“传承”重于“正
统”。传统武侠世界，门派之别根深蒂固，

功夫传承更是要求严格。 某一门派的功
夫不仅不能传给外人，甚至还有“传儿不

传女”等规矩。 《有翡》并不拘泥于此，周
翡是破雪刀的传人， 但她所学并不止于
破雪刀。从鸣风的牵机、齐门的蜉蝣阵到
段九娘的枯荣真气和北刀的断水缠丝，

各门派长辈对她倾囊而授。此外，冲霄道
长将齐门阵法传给了李晟， 武林各派将
各自武功告知吴楚楚， 都打破了正统的
传承观。

该剧对于值得传承的宝藏的理解也
颇有新意。传统武侠里，众人争夺的宝藏
多为金钱财富或武功秘籍。 《有翡》里也
有个宝藏“海天一色”，但它最为人看重
的并非金钱，而是《药王经》和《宿铁法》。

前者解决了谢允的中毒问题， 后者解决
了周翡的断刀问题。 结尾这两部书分别
交给了药王孙思邈和冶金家綦毋怀文，

在历史上传承下来。 这无疑是当代社会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体现。

如人尽其材的人才观。

《有翡》虽是武侠剧，但并不以武功
为人才的唯一标准。 如周以棠所言：“强
者之道，或是文成，或是武就”，文成武就
都可成为有用之材。 相比传统武侠常以
武功强弱论英雄的观念， 该剧更注重个
人自身的兴趣与长处。 让每个人各展所
长、各尽其材正是《有翡》的人才观。而其
对各尽其材的判断并不在成就大小，也
不在是否继承家学， 而更强调要符合个
人兴趣， 这与当代素质教育观念如出一
辙。 如周翡喜欢舞刀， 目的不是开宗立
派，也不是争名夺利，只是单纯的喜欢。

尽管她筋骨不够粗壮，先天并不太合适，

但这是她的兴趣所在，便值得肯定。

其他年轻人也真正做到了各尽其
材。 李晟学会了奇门遁甲， 杨瑾痴迷刀
法，应何从专研医术。 还有吴楚楚，她不
擅武功，但知书识礼，有意识收集记录整
理成典籍，以进行传承，类似于今天的非
遗保护。像这样的角色，以前的武侠作品
中几乎没有出现过。

（作者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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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翡》收官：

刚刚收官的《有翡》是一部饱受期待的新武侠 IP 作品。

原著《有匪》是知名网络小说作者 Priest 代表作之一 ，主
演更是当下走红的明星赵丽颖与王一博。该剧开播后热度居
高不下，海外也掀起了观看热潮。

但人们对该剧的争议也很多，有一点就是对《有翡》是否
算武侠剧的争议。 有学者称赞其是“侠文化的回归”，也有网友
批评该剧更像古装偶像剧,并不能担起武侠剧复兴的重任。

作为中国最具特色的影视剧类型，武侠剧影响深远。 自
1980 年代《射雕英雄传》进入内地，武侠剧佳作叠出，经典
IP 常拍常新。 2005 年以来，以《仙剑奇侠传》为代表的仙侠
剧兴起，武侠剧逐渐让位于仙侠剧，作品大量减少，影响也不
如前。近年仙剑剧套路化严重，动辄帝君帝后，人均战神魔神
的设定以及三生三世起步的爱情越来越显虚幻，人们又回忆
起了武侠剧的江湖情怀。 《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 等经典
IP 被重新翻拍，人们对新的武侠剧 IP 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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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创作者的新武侠观念能否经受考验

由程伟豪执导 ，张震 、张钧甯主演

的科幻推理片 《缉魂 》是开年以来被寄
予厚望的一部电影。 全片时长 124 分
钟，直到最后一分钟剧情仍在进行着高
能反转。 再加上满屏对两位主演演技的
好评轰炸 ， 使该片的观众预期一路高
走 ，甚至有人说 ，终止 《送你一朵小红
花》与《拆弹部队 2》票房双雄并立的爆
款即将出现。

然而 ， 该片票房成绩却不尽如人
意 ， 上映两周刚过一个? ， 离媒体预

计的 2.5 ?元票房有着不小的落差。

观众在这个杂糅了太多元素和太
大野心的作品中， 看出了累看到了扯，

唯独没看到本应由人物情感走向带出
来的感动。 这与影片前半部分不遗余力
地铺陈与后半部分令人目不暇接的反
转之间的脱节不无关系，也是影片最终
陷入“有形无神”境地的重要原因。

《缉魂》的电影故事和设定非常好。

它讲述了科技的发展让人类的感知意
识可以从一个患有绝症的病人身上，移

植到另一个健康人的身上，从而实现永
生。 以此为基石，影片架构了对科技与
人性、法律与伦理的双重反思。 编导对
作家江波的原著小说 《移魂有术 》进行
了一番巨大的改编，从原著保留下来的
只有一个“记忆移植”的魂。 全片类型气
质鲜明、犯罪悬疑定位明晰 ，很容易让
人联想到 《黑镜》《副本》《全面回忆》等
经典作品背后的那种叙事野心。 剧本在
“软科幻”这一类型上着陆平稳，并由此
探讨了这样一个话题：当所谓的记忆和
人格被复制并转移到一个全新的人身
上，灵魂究竟有没有发生改变。 这样的
主旨和立意皆富有一定的新意。

较为可惜的是，电影《缉魂》并没沿
着这个方向走下去。 被替换者的意识就
这么消失了（所以全片最惨的人当属死
者妻子李燕，只是扮演了一个灵魂注入
者的角色），也完全没撑起主题的表达，

人脑被复制之后 ， 新主体杀掉了旧主
体，这个噱头是可以大做文章的 ，但影
片也仅仅是浅尝辄止，导致了该片对多
种主题都有涉及，却因缺乏开掘而沦落
为一种非常浅显的表达。

影片的故事通过三个层面展开 ：

一，富商王世聪被杀；二，检察官梁文超
与妻子阿爆破案及两人间的情感； 三，

王世聪死亡背后所牵连出来的爱恨纠
葛。 三个故事可谓是环环相扣，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跨度中 ， 涉及了情感 、伦
理、科幻、灵异、悬疑、犯罪等方方面面，

当如此众多的元素被揉进一部 120 多
分钟的电影时，顾此失彼的不足就显而
易见了。

事实上，电影在开场不久即显露出
引人入胜能力上的不足，拖沓冗长的叙
事，复杂得一塌糊涂的人物关系一直交
代不完，令人很难对角色产生共情。 电
影前半段进行的两次反转，落在了剧情
对观众的引导和真相的掩盖上，但令人
费解的是之后却全无下文，诅咒也好巫
术也罢， 前妻唐素贞这条线戛然而止，

张震饰演的检察官梁文超患病的一条
线开始插入，由此带出他与张钧甯饰演
的妻子阿爆间的情感，电影好像从这里
开始割裂成了两部作品 。 在电影的后
40 分钟里， 反转如连环礼花一样不断
在银幕上炸开，据笔者细数共有五次反
转令人目不暇接，就连影片的最后一个
镜头，也贡献给了反转。 然而，几乎所有
转折和动机都是靠外力来推动的，而不
是人物关系和人物情感延伸下的必然
结果。 比如李燕给继子王天佑的信，立
马完成了整个杀人案件的布局，而特别
令人感到突兀的是，全剧的高潮竟是由
死者生前的合伙人找到梁文超说“我来
告诉你真相”来推动的。 夸张一点说，即
便没有人物， 剧情依然继续得下去，只

要换个“推进器”就行。

这里再来说一说表演。 张震和张钧
甯的演技从一开始就被捧上云端，就像
《缉魂》里神一般的存在。 当然，除两人
演技确实过硬，以及张震为更好地塑造
癌症病患瘦身 25 斤这个传奇的梗之
外 ， 这种好评轰炸从另一个维度说明
了：表演已成了这个牵强故事中唯一立
得住的定海神针。 不可否认，《缉魂》人
物情感引发的诟病 ， 不在演员的表演
上， 而是整个电影的短板显露无疑：复
杂的人物关系以及人物间的情感，本就
需要时间来进行铺垫，才能使之先立住
再得以动人，而《缉魂》所做的只是草草
交代，所以 ，当全剧的中心人物万博士
为爱牺牲，甚至放弃生命 ，都只是成就
剧情反转的一个装备，观众除生发出剧
情出人意料的感触外，对人物的选择实
在难以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当然，影片
中不止万博士一个人物， 其他配角，特
别是拥有五重人格的 “关键人 ”李燕都
有着类似工具人的面目。

要知道， 一部推理悬疑电影，“形”

只是外在的包装，终究起到决定性作用
的是“神”。 移魂、换身份这些都只是形
式，《缉魂》就好像一个外表和内饰华丽
的房子，却把地基打在了泥潭上 ，显得
摇摇欲坠。 带着强大的叙事野心，导演
程伟豪也试图去做减法。 从最终的呈现

来看，他选取的是将“爱的执念”作为叙
事的核心。 我们看到电影试图去建立角
色间的情感关系，然后通过科幻和悬疑
的外壳来建构起承转合，从而引出每个
人物对爱的执念 ，及 “爱一个人究竟能
走多远”的表达。 单就构思而言，它确实
能为电影带来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反
转，但在实际呈现来看 ，却远未做到人
物情感与剧情反转齐头并进，这是那些
为全片奠基的人物情感始终无法打动
人心的原因。

程伟豪近年的作品一直具有较为
稳定的品控，是目前华语影坛最独特的
犯罪类型片导演之一 。 他之前的作品
《红衣女孩》系列、《目击者之追凶》都属
于悬疑犯罪+惊悚类型的佳作， 尤其最
近一部 《目击者之追凶 》 在豆瓣高达
8.2 分，要知道华语悬疑类型片在豆瓣
超过 8 分的屈指可数。 但是，《缉魂》的
短板恰恰在于 ： 一个被寄予厚望的导
演 ， 如果终究不能摆脱技巧对他的诱
惑，那他只能成为“反转 ”的附庸 ，就像
片中所讲的科技无法使灵魂重生，有时
候艺术家和匠人的分野恰恰在这里，作
品格局的高下也在此处。 《缉魂》这个以
人性为底色的故事，如果让观众只看到
“缉”的步步惊心而感受不到 “魂 ”的动
人之处，那么 ，这样的电影在精气神上
终究是差了一口气。

被寄予厚望的《缉魂》为何差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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