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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2005 年出现的 《仙剑 》是树上刚摘的樱桃 ，不能
饱肚却清新芬芳，2021 年的仙偶剧， 已经变成了中央厨房
统一的樱桃奶茶：码好原料，打包传送，工业糖浆一洒，徒有
其色却无其味。 遗憾的是，市场现在流行的，却已经是樱桃
口味无糖气泡水。

仙侠剧的高同质化陷阱：

听算法的，还是听观众的？

2021 年这个夏天 ， 最自带冷气

的， 是暑期档的剧集。 就连历年的救

市冠军仙侠剧， 也没有带来这个体量

应有的热度。

刚收官的 《千古玦尘 》， 就是典

型的 “冷气” 代表。 腾讯 S+项目 （通

常投资 3 亿起步 ）， 三金影后周冬雨

担纲主演 ， 这都是 “剧王 ” 的配置 ，

对标显然是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这

样曾经的爆款。

它的收视不算差， 累积播放量超

30 亿 （据猫眼数据）， 但豆瓣评分最

终稳定在 5.4 （约 12 万人打分 ）， 是

标准的有收视， 无口碑。 考虑到前期

的投入规模 ， 基本可以算是 “扑 ”

了 ， 同时也终结了从 2015 年开始的

暑假仙侠剧收视神话， 业界甚至因此

悲观评价： “仙侠已死”。

仙侠剧真的死了吗？

套路得人心，还
是套路失人心？

现在语境中的 “仙侠剧 ”， 更准

确的说法应该是 “仙侠偶像剧”。

第一个成功者应该是 2005 年根

据游戏改编的 《仙剑奇侠传 1》， 李

逍遥 、 林月如和赵灵儿之间构建了

一组 “白月光朱砂痣 ” 的经典三角

关系 ， 也为后来者指明了成功路径 ：

情感红利。

接下来的成功者是 2015 年的

《花千骨》， 从此暑期档基本每年预定

一部仙侠偶像剧爆款： 2017 年 《三生

三世十里桃花 》、 2018 年的 《香蜜沉

沉烬如霜》、 2019 年的 《陈情令》。 而

制作方显然也逐渐总结出了这一类型

的财富密码： 知名 IP+女低男高+三生

三世转生虐恋。

17 年的仙偶剧进化史， 总结起来

就是四个字： 情进侠退。

从这点上看， 《千古玦尘》 有资

格觉得自己很冤： 它完全是按照这条

规律打造出来的敬业商品。

剧情结构上， 刻意加重了转世虐

恋的比例 。 原著剧情从女主角 “上

古” 的第二世 “后池” 开启， 也直接

抛出了全书价值观 “逆天改命 ”， 男

女主的行动目标是拯救苍生。

但这部分内容被直接移到了剧版

18 集以后， 新加的前 18 集就是两人

做上神的前世如何谈恋爱 。 本来是

原著里几乎一笔带过的前史 ， 仔细

敷衍成篇 ， 明显对标了 《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

人物设定上， 一个被低估的女主

角 （当然最后都被揭示有一个高贵身

世） 上古，一个表面冰山内里深情的上

神男主角白玦 ，和 《三生三世 》《香蜜 》

《琉璃》如出一辙。

情感关系上， 师徒俩从可望不可

即到互相信任依恋的过程 ， 又很有

《花千骨 》 中白如画与花千骨这对师

徒恋的风范。

再说世界设定， 仙界人界魔界杂

糅， 仙人们在各界之间犹如儿戏的转

生重来爱上你， 则已经很难找到具体

的开创者， 只能说是各路仙偶剧共同

努力出来的 “约定俗成”。

假设一定要说 《千古玦尘》 有点

新东西， 大概就是提供了一个最没有

“仙女脸 ” 的女主角———周冬雨长了

一张现实主义题材脸， 和整个仙气飘

飘不落地的氛围堪称违和。

《千古玦尘》 能立项制作， 是因

为前面有成功者， 而它的失败， 是因

为前面已经有了太多成功者。

这只是 《千古玦尘》 的问题吗？

同期但播出更早一些的 《遇龙》，

成绩更加惨不忍睹。 累积播放量 8.79

亿 （猫眼数据）， 豆瓣评分 3.7。 进行

比对后会发现两剧的卖点几乎一致 ：

《千 》 的女主角是有上神身份却没有

相配法力， 《龙》 的女主角就是个小

丫鬟； 《千》 的男主角是法力无边的

上神， 《龙》 就是真龙王； 情感走向

也基本类同： 男主默默守护女主三生

三世， 最后为她牺牲自己。 就连男主

们的 AI 机器人演技， 都高度一致。

再梳理一些今年已经开机立项的

仙偶项目， 也还是同样的配方： 杨超

越主演的 《重紫》， “师生恋” + “三

世轮回”； 鞠婧祎的 《花戎》， 女主凤

凰转世 ， 男主太阳神 ； 《奔月 》， 男

主魔神 ， 女主是他在人间选择的祭

品， 又一对师徒恋……

仙偶剧高度同质化的背后， 也是

创新能力的逐渐丧失， 和市场嗅觉的

失灵。

如果 2005 年出现的 《仙剑 》 是

树上刚摘的樱桃， 不能饱肚却清新芬

芳， 2021 年的仙偶剧， 已经变成了中

央厨房统一的樱桃奶茶 ： 码好原料 ，

打包传送， 工业糖浆一洒， 徒有其色

却无其味。 遗憾的是， 市场现在流行

的， 却已经是樱桃口味无糖气泡水。

比密码还善变的， 是时代。 比时

代更善变的， 是人心。

不冒险，无仙侠

研究仙侠偶像剧发展史， 一定要

注意一个节点： 2015 年。

这一年 ， 《仙剑奇侠传 1》 在豆

瓣的评分还只有 7.9 分 ， 但自从 《花

千骨 》 风靡一时 ， 每出一部爆款仙

偶， 《仙剑 1》 的分数就会上涨一点，

一直到了现在的 9.0 分 ， 也越来越成

为仙偶剧不可逾越的巅峰。 以至于今

年传出要重拍 《仙剑 》， 舆论一片唱

衰， 并不看好。

因为 《仙剑 1》 的成功 ， 与其说

是演员如胡歌、 刘亦菲和角色的完美

契合度， 不如说是时代需求———后者

几乎不可能复制。

2005 年荧屏上流行的还是古典派

正剧， 收视榜前三位分别是 《京华烟

云》《亮剑》与《汉武大帝》，带着上一辈

的厚重感 ， 而伴随互联网成长的一

代， 一直在呼吁一部真正具有二次元

血统的作品。 改编自经典游戏的 《仙

剑奇侠传》， 正当其会。

同时， 2005 年也是互联网加持年

轻世代力量的一年： 百度上市、 阿里

并购雅虎中国、 网民第一次破亿、 超

女投票成为了夏天最火热的记忆……

互联网企业的上市还造就了一批财富

新贵， 更是强化了 “王侯将相宁有种

乎” 的逆天改命性 。 《仙剑 1》 的穷

小子逆袭记， 就是给这一代年轻人造

的梦。

而到了 2015 年 ， 互联网已经是

巨头的游戏 。 年轻人们自嘲为 “社

畜 ”， 奶茶和甜宠剧就是每日续命良

药。 在这样的社会心理下， 以 《花千

骨》 为代表的 “神仙恋爱剧” 大行其

道。 上神们就算经历磨难， 也有天赋

的美丽与高贵在保底， 而恋爱也不在

于磨合、 追求和试探， 主要来自命中

注定。

但从 2020 年开始， 随着疫情全球

蔓延， 不安定感增加， 年轻一代自动

自发降低欲望。 作为触觉更灵敏的商

业前哨， 修仙网文类已经开始流行咸

鱼抱大腿， 被师父/师兄/男友带着躺赢就

好 。 可影视剧还在 “恋爱一谈几万

年”， 如何不显得笨重而过时？

17 年仙偶剧的流行趋势的背后 ，

其实折射的是社会公众的 “集体寻唤

心理”： 渴望存在却在现实中缺少的

理想 、 感情与生活状态 ， 需要得到

满足和唤回 ， 仙偶剧就是这个最佳

载体 。

最早 《仙剑 1》 的成功 ， 就是因

为提前一步 ， 满足了这种集体心理 。

它大胆尝试轻松题材、 起用新人， 甚

至是 “魔改” 原著， 也经历了一个很

难熬的时期： 从一开播被游戏粉大骂

“魔改” “五毛特效”， 被主流媒体批

评为 “过度游戏化 ”， 甚至逼得编剧

写长篇信解释自己的改编思路。

最终这种冒险获得了回报， 完成

了口碑逆转。

但如果今日在算法指导下重拍

《仙剑》， 谁能想象李逍遥从嬉笑怒骂

小人物变成高贵的冰山脸上仙， 谁又

能想象他和赵灵儿、 林月如住在中西

合璧的天宫中分分合合， 转世虐恋？

回到最初的问题： 这届仙侠剧就

这样死了吗？ 不， 死的只会是那些不

再造梦的 “算法” 剧。 下一代的流行

王冠， 只会属于 “冒险” 之作： 能够

契合、 回应时代与社会心理， 同时又

敢于引导观众去发掘未知需求。

某种意义上， 这也是仙侠题材最

迷人的部分： 探索未知， 逆天改命。

（作者为文艺评论人）

请留住传说英雄的“矛盾”

李毅

影片《济公之降龙降世》最近上映，

讲述顽童李修缘借爱恢复罗汉金身的故
事。该片意在将中国传统 IP翻新成今日
青少年喜爱的新动画英雄， 对弘扬传统
文化、增加民族文化自信有积极意义，且
全片美术和打斗视效可圈可点。 但为何
观众不买账，豆瓣评分跌至 4.6呢？

《济公之降龙降世 》被批评的焦点
是 ：过多融梗 《哪吒之魔童降世 》。 它
也不同程度融入 《大圣归来 》、周星驰
《济公 》《大话西游 》《西游降魔 》、迪士
尼 《花木兰 》的情节 。 但 “融梗 ”毕竟不
同于抄袭 ，它其实是常见的一种创作
手段 。 今年中国上映的传说改编动画
中 ，如 《西游记之再世妖王 》融梗了
《捉妖记 》《大圣归来 》,《白蛇 2：青蛇
劫起 》融梗了 《战斗天使 ：阿丽塔 》，

“融梗 ”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 但 《济公
之降龙降世 》 改编融梗的问题在于 ，

消解了与济公 “疯癫+济世 ”典型矛盾
行为特征的逻辑关联性 ，沦为一出 “没
有济公”的闹剧。

独特“矛盾”是受欢
迎传说英雄的标配

英国小说家格雷安·葛林在自己
的墓碑上铭刻：“我爱看的是事物危险
的边缘 ：诚实的小偷 、软心肠的刺客 、

疑惧天道的无神论者 ”，强调文艺作品
角色的魅力往往来自藏在其性格和处
境里的 “矛盾 ”。 英雄形象有 “本领广
大 ，为正义斗争 ”的共性 ，但过分高大
全、伟光正的英雄往往说教意味过强 ，

影响角色的识别性和娱乐性 。 在民间
能广泛流传的英雄们几乎都带有各自
有趣的 “矛盾 ”特征 ，让其吸引力长盛
不衰。 对这些英雄传说的改编，包括前
传 、后传 、增补 ，都应该保证这一 “矛
盾”的延续，否则就抹去了角色特有的
魅力，失去改编借用符号的意义。

如孙悟空身上的 “矛盾 ”是无法无
天的自由与严格的戒律约束 ， 不同阶
段孙悟空身上的 “猴性 、妖性 ”与 “人
性、神性”一直在比例上博弈 。 新中国
成立后至 1990 年代前的文艺作品都
极度正义化孙悟空，弱化其“妖性”。 而
1995 年《大话西游》、2013 年《西游降
魔》的改编则极大夸张了孙悟空的 “妖

性 ”，获得巨大成功 ，却并没有背离孙
悟空身上的典型矛盾 。 此后国内以孙
悟空为主角的动画改编 ， 几乎都以其
心性转变为主题。 如 2015 年动画《大
圣归来》中悟空神力被封 ，破解方式为
何是“懂得爱”呢？ 因为之前大圣的心
是冰冷的———所以其被压五行山下被
设计成冻结在冰块中 。 直到他与善良
勇敢的江流儿在旅程中建立了深厚感
情， 并被江流儿的信任及为营救自己
而牺牲感化，禁咒才得解。 《西游记》中
孙悟空的这一特性在其走上取经路后
偶尔还有体现，白骨精 、六耳猕猴都利
用过这一点离间师徒感情。所以 2021

年《西游记之再世妖王》取《人参果 》一
段改编， 加入孙悟空因果子牺牲而得
到 “心 ”，这一 《大圣归来 》式结尾也算
不违和。 总之 ， 以孙悟空为主角的改
编 ，不论多离谱 ，都应注意其 “自由与
约束”矛盾特质，而不应只盯住巨大战
斗力这一点。

同为不听话的抗争型英雄 ， 哪吒
形象在中国动画电影史上同样经历
了 “极度正义 ”到 “魔化 ”的改编历程 。

哪吒在 《封神演义 》中最令人震撼的
就是 “剔骨还父 、割肉还母 ”的极端行
为 ，动画电影改编虽然集体取消了这
一让观众身心极度不适的情节 ，但都
保留了 “父子矛盾 ”这一特征 ，即使
《十万个冷笑话 》《新神榜 ：哪吒重生 》

将哪吒改成了金刚芭比和现代青年 ，

其依旧保持 “问题儿子 ”人设 。 《哪吒
闹海 》中父子间存在 “坚持正义与懦
弱世故 ” 的矛盾 ，《哪吒之魔童降世 》

则体现为哪吒对父母善意欺骗的误
解 ，而真正的 “逆子 ”让位给了好孩子
敖丙 。 饺子在 《哪吒 2》将如何继续演
绎 “哪吒 ”成长 、他与父母关系是否会
有新问题非常令人期待 ，如果只是简
单 “闹海打恶龙越斗越强 ”则恐怕续
集主角会让位给敖丙 。

此外，2020 年的动画《姜子牙 》也
提供了一个改编传说英雄的新思路 ，

《封神演义》 中姜子牙是遵从天命伐纣
的义军领袖之一，除了 “姜太公钓鱼 ”，

他其实并不算吸引人。动画《姜子牙》的
改编将其“听从天命”与“追求正义 ”拆
分成对立矛盾，让“天命”在善恶方面有
了瑕疵，于是姜子牙身上就有了戏剧性
矛盾。个人以为该片不足在于重抒情而
轻娱乐，全片搞笑担当的彩蛋其实来自
饺子团队的友情支持，饺子强化了姜子

牙“强迫症”毛病，更贴合其愣头青一样
“追求正义”的矛盾设定。

《济公之降龙降
世》像是讲述了没有
济公的济公故事

济公形象的矛盾特征是“疯癫的济
世者”， 其助人与惩戒行为都带有充满
禅机的不正经。 例如传说中济公阻止董
士宏上吊一节，其先逗弄惹恼上吊者让
其忘记轻生， 玩笑开足后再提供帮助，

让对方由悲转怒又变喜，如同一名专业
心理谈判专家。 虽然这种玩笑在民间流
传过程中偶尔分寸没把握好，会让济公
像个无赖， 如 85 版电视剧济公的扮演
者游本昌先生曾提到对 “捏馒头 ”情节
的改编———济公用脏手捏了商家的白
馒头，然后又自称没钱将染上了黑指印
的馒头放回笼屉，商家无奈只好施舍与
他，在电视剧改编中就加上济公随后远
远将钱掷入商家收款箱，惹得商家噗嗤
一笑，“逗人”而非“讹人”，济公才能始
终得人喜爱。

而《济公之降龙降世 》改编的很大
问题，就是丢失了与济公“佯癫济世”典
型行为特征的逻辑关联性。 参看明清神
魔小说《醉菩提》《济公全传》及天台民
间传说，少年李修缘（济公原名）故事的
篇幅极少，他聪慧孝顺 ，性格上正常普
通，直到出家才开始疯癫。 传说材料不
足支撑少年济公电影，的确需要借助新
创，但前提是能让观众信服这是少年济
公，而非某位宰相的童年故事。2016 年
动画剧《小济公》将少年济公行事方式
处理成儿童团团长 ， 犯的就是这一错
误，《济公之降龙降世》里李修缘顽皮爱
恶作剧、对父母朋友关爱 ，似乎和成年
济公行为方式可以呼应， 但其实不然，

理由有三：

首先在于动机。 李修缘的恶作剧没
有任何弘扬“禅机”目的，只为调皮而调
皮，且处处带有道德瑕疵：偷盗、虐待动
物 、 逃避犯错责任……并全无思过悔
改。 相比《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作恶
的理由是不能控制好力量 、 好心办坏
事，李修缘更像“逆子”。

其次在于心理。 影片故事中李修缘
身上的“矛盾”本应在“牺牲自己拯救民
众的公心”与“和亲情不分离的私心”之

间，但可惜“牺牲”仅被处理成了其父母
受妖怪蛊惑后的误解，而少年李修缘一
心要恢复金身当大英雄，心路上毫无选
择纠结。 李修缘战胜反派的战略几乎难
见其主观能动设计，一贯喜欢恶作剧的
他，斗反派并没发挥自己的强项 ，不能
靠父母摆平麻烦后，他意图靠他人帮助
恢复罗汉金身！ 金身被夺后，他也仅靠
“领悟爱的力量” 就重塑了金身……但
这一《大圣归来》式的领悟完全是敷衍
的设计，之前的李修缘就“不懂爱”？ 很
难想象童年“济世者 ”解决问题的智慧
只是靠空洞的鸡汤。

最后在于行为。 无论是少年状态或
是罗汉状态，李修缘的审美一贯干净帅
气，为何结尾恢复金身留在人间济世后
会选择 “鞋儿破 、帽儿破 ”的脏和尚形
象？ 彩蛋里，明明用罗汉神通就可以解
决飞来峰，为何还要用“抢新娘”这种不
得已手段？ 用貌似荒唐实则另有深意之
行为，是“佯癫济世”济公的行为特征 ，

但放在这部动画中则没有任何铺垫。

罔顾经典传说英雄本身的特点、堆
砌其它电影成功娱乐桥段的简单 “融
梗”问题，在其他传说改编中国动画电
影中也不鲜见 ，如 2018 年的 《阿凡提
之奇缘历险》， 虽然沿用经典木偶片的
造型，但并未沿用木偶片和传说中确立
的阿凡提“文侠”矛盾特征———“以哲思
智慧为武器 ，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
身”来声张正义的惩恶方式。 动画电影
简单将阿凡提改造成迪士尼的阿拉丁
和电影《夺宝奇兵》中的琼斯博士的结
合体：和公主谈恋爱、武斗反派。 这种咀
嚼蔗渣式的低质融梗，其实是对传统和
文化自信的一种“保护性拆除”。 我国各
族传说中尚有大量有 “矛盾 ”魅力的英
雄角色尚待开发成动画电影 ， 如爱以
“撒谎”来主持正义的蒙古族智者巴拉根
仓、好以“有趣好听的民歌对唱”来谈恋
爱和说理吵架的壮族歌仙刘三姐……祈
愿相似的问题不再在他 （她 ）们的动画
电影中重现。

优秀的烹饪者往往保留食材原味
来求鲜，而非一律裹以浓油赤酱。 创作
者拥有自由改编传说 IP 的权利， 但改
编目的正是要“借力”原有 IP 最具魅力
的特点，“融梗” 也应为这些特点服务，

而不是任性地“张冠李戴”。

（作者为艺术学博士 、杭州师范大
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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