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拍自韩国同名电影的影片 《门
锁》， 上映之后未能在主题内容深入剖
析、 视听手法艺术创新等方面赢得观众
的普遍认可， 一些影迷对比后甚至认为
影片总体不及韩版原作。

有意思的是，韩版《门锁》本身也是
翻拍自 2011 年上映的西班牙影片《当你
熟睡》。 男主角是一个见不得别人快乐
的重度心理疾病患者，其利用大楼保安
保管备用钥匙的职务之便暗中破坏他
人幸福的故事，带有浓厚的欧洲人文反
思色彩。 韩版翻拍片保留了男主潜藏在
受害女主床下，待其熟睡迷晕她又在清
晨悄然离开的主要桥段， 叙述重点从西
班牙版的施害者变为被欺凌的受害女
性。从内容上看，新片《门锁》的故事结构
更接近韩版， 同时反派男主的人设又带
有西班牙版的人格分裂和歇斯底里，但
最终在主题浮于表面、人物工具化、叙述
混乱、 情节缺乏现实逻辑等编导对于影
片的失控中，口碑持续下滑。

近年来，同样遭遇“滑铁卢”的国产
翻拍片不在少数，“生淮南则为橘， 生淮
北则为枳” 已然成为跨文化语境中大多
数翻拍电影的微妙写照。

套用原作已得到市场检验大受欢迎
的成熟故事结构，经过本土化改编和更具
亲和力的本土明星演绎，不仅缩小了原创
剧作的开发成本，甚至还可能利用原作热
度减少宣发成本，以“先天优势”吸引观
众。 在本土电影优秀剧本缺乏的当下，购
买海外中小成本高票房影片进行二次翻
拍，似乎不失为电影运作的稳妥做法。

以美国好莱坞为参照， 多家影业巨
头都深谙此道，《龙纹身的女孩》《生人勿
进》《触不到的恋人》《咒怨》等翻拍影片都
取得了成功， 马丁·斯科塞斯翻拍自《无
间道》的《无间道风云》，更斩获奥斯卡最
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等多项大奖。 好
莱坞的翻拍电影，大多保留原作基本故
事架构，删改带有鲜明异域文化特质的
民俗细节，调整人物关系和表达手段，加
入符合欧美观众文化背景的价值观，正
如 《滚石 》评价 《无间道风云 》是一部完
全美国化了的影片，好莱坞的成功翻拍
电影都较完整地完成了影片的本土化

改编。 但即便有着成熟的工业制作体系
打底，好莱坞也还出品了《歌舞青春》《午
夜凶铃》《不请自来》 等评分并不高的翻
拍电影。

事实上， 做好跨文化的影片改编并
不容易，原作口碑红利恰似“双刃剑”，拉
高影片预期的同时也会隐藏不少 “雷
区”。 一方面，翻拍片不等于对原作几乎
原封不动的“照抄”或“翻译”。 《麻烦家
族》《深夜食堂》《我知女人心》《捉迷藏》

等翻拍片就吃亏在缺乏创新、 过于依赖
原作，剧情不符合中国文化和国情，内容
生搬硬套， 最终形成不被认可的 “夹生
饭”；另一方面，原作珠玉在前，翻拍片过
多或不恰当的魔改， 又会被影迷认为不
符合原作设定，白白浪费了好 IP，如《我
最好朋友的婚礼》《新娘大作战》《命中注
定》《解忧杂货铺》等影片，均在改编中遗
失了原作精髓沦为平庸之作。此外，习惯
观看海外片的观众并不必然等同于为翻
拍片买账的观众， 如何令喜欢原作的观
众重温经典并感到新意， 如何令不了解
原作的观众接受本土化的故事表达，都
是考验编导跨文化“转译”功力的关键。

一旦处理不好改编过程中的保留和删改
难题，就会形成翻拍就翻车、买家秀不及
卖家秀的“山寨”作品。

某种意义上， 各个国家的翻拍电影
都像参与了一场依托原作影片的“命题”

大赛。 例如，意大利影片《完美陌生人》就
卖出了三十多个国家的改编权， 国内有
学者专做论文对比过希腊、西班牙、土耳
其、韩国、匈牙利、波兰和中国等多个版
本的翻拍片。 在这场思想、艺术、技术的
跨文化改编比拼里，中国版《来电狂响》

的翻拍只能说不功不过， 影片中规中矩
的叙事难以支撑过多的相关社会议题 ，

引发的观众共鸣反不及原作隽永悠长。

当前国产商业类型电影翻拍对象以
美国、韩国和日本电影数量最多，考虑到
好莱坞影片公认的工业标准和全球影
响， 以及日、 韩影片相对亲近的地缘文
化，这样的选择似乎很合理。 然而《小小
的愿望》《人潮汹涌》《保持通话》《追捕》

等翻拍片与原作相比始终差一口气，这
就不得不深究商业类型电影翻拍的关键

到底是什么。

类型电影之所以经久不衰， 核心就
在于每种类型都在视听奇观中蕴含了一
种对于人类文明根本问题类似 “永恒追
问”的迷思，如两性关系之于爱情片、科
技焦虑之于科幻片、 正义自由之于黑帮
片等。类型电影自诞生以来，善于不断自
我更新， 吸收不同时代、 地域的文化特
征，对其核心“母题”做出调整，从而吸引
了一代又一代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对
相似主题趋之若鹜。

在这个意义上， 跨文化改编的商业
类型电影首先需要满足 “类型 ”的要素
要求 ，如基本的故事架构 、人物塑造等
都要包含该类型的叙述元素。 优秀的翻
拍电影，需要满足观众对于类型本身和
原作创新的双重期待，当我们观看一部
爱情喜剧翻拍电影时，不会预期这是一
部恐怖奇幻警匪片，同时还期待看到原
作中备受喜爱的故事被重新演绎后再
次唤起心灵的慰藉。 虽然融合不同类型
特征使影片更加丰富多元， 也是近年来
商业类型电影吸引不同观众的有效手段
之一， 但融合仍需以某一类型为主才能

主题明确、有的放矢，例如翻拍自《布鲁
斯特的百万横财》的《西虹市首富》，固然
不乏爱情、悬念，终归还是以密集的笑料
荣登年度卖座喜剧片榜单。反观新片《门
锁》，跟随女主的“他者”视角和恐怖片惯
用的心理暗示音乐， 营造出独居女性时
刻可能遭遇危险的可怕境遇， 而这究竟
是女性的臆想、 自我暗示还是具有深刻
的现实缘由？电影并未对此深究，转而寻
找幕后凶手。 通篇游离于剧情、恐怖、悬
疑、犯罪等不同类型要素之间，影片最终
落得所有问题都没讲透的“四不像”。

在满足“类型”层面基本要素，也就是
点出影片“母题”，对该类型所蕴含的人类
共通问题做出回应后，翻拍片更需要完成
跨文化的故事转译。原作影片在跨文化传
播中， 观众就很容易因为文化背景不同，

形成对影片的“误读”或理解障碍、主题偏
差，翻拍片则更可能遭遇“文化壁垒”“文
化折扣”带来的冲击。本土化转译，既要遵
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习惯、价值归
属，也要考虑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
环境， 以及受众文化心理和文化消费习
惯、审美期待等综合因素，需要努力为翻
拍片提供适合其生长的文化土壤，而非简
单粗暴不顾文化语境的单纯移植。

当前国产翻拍电影佳作少见的主要
原因之一，就是重“形”不重“神”，乍一看
故事模仿得很像， 但在改编中既丧失了
原作的深层主旨， 又没有赋予影片更加
本土化的精要，显得既没有“化用”好原
作，又未尊重本土观众审美品位。

达到上述两方面标准的翻拍片基本
不会“翻车”，而优秀的翻拍电影还会为
影片增加多一点“调料”，即源于原作又
高于原作的新意。 类型元素和原作框架
本身已经基本限定了翻拍片的大致走
向，要做到创新就只能在影片的“本土移
植”方面下功夫。 一种做法是紧贴原作，

保留最基本的故事情节， 其余内容全部
换成更“接地气”的本土内容。 如翻拍自

《十二怒汉》的影片《十二公民》就将原版
中的美国司法公正、种族歧视、阶层差距
等议题改为空巢老人、 代沟矛盾等更贴
近中国观众生活的主题；还有一种做法，

也是保留基本故事情节， 但有意模糊时
空背景，重心并非让观众联系现实，而是
沉浸在剧情推理中。 如翻拍自印度电影
《误杀瞒天记》的影片《误杀》，就将故事
场景放在泰国，加入对《监狱风云》《肖申
克的救赎》等影片的戏仿，引导观众跟随
主角展开与恶势力斗智斗勇的头脑风
暴，不仅赢得了票房和口碑，而且形成了
新的 IP，将于今年贺岁档推出第二部。

正如学者乐黛云所言， 当两种不同
文化接触时不可避免会产生文化误读，

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不见”与“洞见”，

面对文化差异， 翻拍电影不单是回应市
场热点的商业运作， 更是不同文明交流
对话的载体。 在全球多元文化蓬勃发展
的背景下，“走心”又“接地气”的翻拍电
影不失为一扇看见世界又让世界看见的
文化之窗。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在优秀剧本缺乏的
当下，翻拍别国影片
不失为电影运作的
稳妥做法

优秀的翻拍片，能够
同时满足观众对于
类型本身和原作创
新的双重期待

翻拍片不单是回应
市场热点的商业运
作，更是不同文明交
流对话的载体

———从电影《门锁》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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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

每部翻拍片都是一次跨文化转译的考验

一次成功的“破圈转身”
———看范稳的《太阳转身》

潘凯雄

大约还是在 2020 年的上半年，人
民文学出版社在上报有关脱贫攻坚主
题出版的重点选题中就有范稳的长篇
小说《太阳转身》，随后这个选题又被中
宣部列入 “2021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
物选题”。 老实说，对这个选题我当时心
中并非特别有底。 这当然不是对范稳创
作能力的不信任，而只是对他能否胜任
这种类型的创作心里没底。 范稳过往的
长篇小说创作 ， 重要的作品不是由以
《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和 《大地雅歌 》

等三部长篇组成的 “藏地三部曲 ”就是
《重庆之眼》和《吾血吾土》，这些作品特
色鲜明也堪称优秀，但所涉内容不是有
关藏地的历史文化就是中国现代史上
的若干重要事件，而近距离的现实题材
写作并不多见，更何况还是“脱贫攻坚”

这个对小说创作而言确有某种挑战性
的题材。

时间很快便转到了今年的 3 月中
旬 ， 人民文学出版社给我送来了这部
《太阳转身》的打印稿，让我抓紧看。 于
是，我便抱着一种好奇的心理进入对这
部成品的第一次通读，而卒读下来的基
本判断有二：一这是我看过的脱贫攻坚
题材长篇小说中特别 “小说化 ”的一部
作品；二当然也还有明显不足。 一周后，

人文社邀请了包括本人在内的四位专
业人员为之会诊，“坦率”是这次会诊的
主旋律。 对此，范稳除去间或笑眯眯地
做点回应外，大部分时间都是点头或埋
头（记录）。 再往后三个多月，范稳妥妥

地交出了现在这稿。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
地复盘这个过程，其用意无非想说一部
好作品固然可能一气呵成，但有时候也
是需要打磨的。

对这部作品的创作难度，以及为完
成 、 而且要出色地完成这部作品的创
作， 范稳本人其实也有清醒的认识，尽
管这已是他“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第七部
长篇小说”，但“过去我更倾注于历史叙
事，把民族文化与历史作为我的学习和
表现对象，藏族 、纳西族 、彝族 、哈尼族
等。 这次我把目光转向了当下、转向了
壮族。我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面
对这种挑战 ，范稳明白自己 “需要去选
种育苗 ，精耕细作 ，接上地气 ，吸取养
分，在田里走一走 ，在大地上去发现 ”。

为此，他深入到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
州，这个“地处南国边陲，拱卫着国家的
西南大门 ， 四十多年前这里还战火纷
飞、英雄辈出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才完全对外开放。 因此它是云南贫困程
度最深、 面积最广的地区之一”。 在这
里，范稳“走访了数十个边境村寨，见证
了偏远山乡的巨变，结识了许多脱贫致
富的带头人 ”并清醒地意识到 “能够置
身于‘脱贫攻坚’这场伟大战役中，是一
种荣幸。我们是见证者，也是记录者。对
于一个作家来说 ，如何去呈现 ，就显得
尤为重要”。 没错， “如何去呈现”至关
重要。

如果不了解上述过程而只是初看
作品，视《太阳转身》为刑侦破案小说其

实也未尝不可。 作品的一号主角全然不
是常见脱贫攻坚题材中的村长或支书，

也不是被组织安排到基层挂职扶贫的
“第一书记”，而是从省公安厅刑事侦察
局刚刚退下来不久的老局长卓世民。 而
且这个 “一生戎马倥偬 、身经百战 ”，视
“波澜壮阔的人生是显英雄本色， 可风
平浪静的日子才是生活”的老刑侦还没
享受几天“生活 ”的 “日子 ”就因为自己
胰腺上的“一个占位”成了“等待死刑判
决书的人 ”；作品的故事主体则是这个
虽刚一退下来就给自己制定了 “不插
手局里工作 ，不掺和任何案件 ，不帮人
说情”这“三不政策 ”老刑侦 ，又不得不
被卷入对一件拐卖儿童案的成功侦
破，直至自己在胜利曙光降临前壮烈牺
牲的全过程。至于与脱贫攻坚相关的那
个南山村恰巧正是与这桩刑侦案有重
要关联的所在地，这个村从极贫到扶贫
到脱贫的全过程都是因此而穿插在整
个破案过程中被自然带出，无论是为村
里脱贫而殚精竭虑的老村长曹前宽还
是因极度贫困而迷失人生方向走上犯
罪之路的曹前贵等皆无一例外。

不仅如此，《太阳转身》在这两条重
要但并非平行的叙事线之外，还有不少
颇有意味的设置也是十分精心与讲究。

比如 ， 将被拐骗儿童侬阳阳之母韦小
香设计成壮族 ， 且她的老乡包阿姨恰
是在卓世民家服务多年的老保姆 ，而
卓世民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女儿卓婉
玉之研究方向正好又是壮族的族源和

迁徙，这一连串“巧合”不仅将卓世民看
似偶然地“卷”入这场 “奇案 ”成为一种
必然，而且还不动声色地引入了壮族文
化这一要素，于是，“找一把稻穗喊魂”、

那个 “令看客们只能想入非非的活
动———祼浴”“开秧门”等壮族民俗以及
意味深长的 《祭祀太阳古歌 》的进入都
是十分自然的了。 还有，作品开篇对卓
世民退休生活的一段描写，诸如与老搭
档兰高荣打打网球钓钓鱼、侍候患有阿
尔茨海默症的老父亲、陪夫人肖玉做做
头之类的日常生活。 所有这些看似“闲
笔”之笔其实都是作品中一些颇有寓意
的点睛之笔，十分自然而贴切地厚植了
作品的意味。

尽管看上去为辅，但《太阳转身》对
“脱贫攻坚”的叙事设计同样颇为用心，

这是作品另一条沉重的叙事主线。 范稳
将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放在脱贫攻坚领
头人曹前宽和因贫而 “转身 ”误入歧途
的曹前贵 、杨翠华 、赵四毛等人所在的
南山村与杨家寨， 而这里又恰是 40 年
前那场南线战争中身为侦察连长的卓
世民与村支前民兵连长曹前宽结下生死
情谊的地方， 范稳以那场战争作为南山
村这个古山寨脱贫攻坚战一段荡气回肠
的“前史”进行了足够的铺垫，这才进入
“随着全国‘脱贫攻坚战’的打响，边陲之
地的人们义无反顾地向贫困宣战。 这是
一场丝毫也不逊色于当年那场保卫边疆
的战争。 世代戍边的人们……不应该贫
穷，不应该永远落后于时代”。 于是，因

贫困而引发的两场当下 “战争 ”在这里
同时打响：一场是卓世民毅然告别原本
安逸的生活，与长期志同道合的战友兰
高荣来到了他们曾经共同战斗过的地
方，在这里 ，他们最终惩恶扬善将侬阳
阳解救，卓世民更是在与歹徒的奋勇拼
杀中走完了自己生命的最后历程。 另一
场则是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侬建光和韦
小香夫妇以及曹前贵、杨翠华、赵四毛等
曾因贫穷一度“转身 ”误入贩卖人口的
歧途；与他们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老村
长曹前宽对于修路的执著，他始终以愚
公的毅力和精神要为南山村修建一条
通向现代文明之路，这个曾是卓世民得
力战友的生命中有着一股永不言败的
血性和韧劲。在他眼中：“对于那些生存
条件险恶的村庄，像南山村这种被判了
‘生态癌症’的村庄 ，再苦再难 ，我们也
要像当年打仗一样，向贫困开战。 ‘生态
癌症 ’不可怕 ，可怕的是人没有了脱贫
攻坚的干劲，缺少了为国戍边的精神。 ”

曹前宽的“修路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
种隐喻和象征， 浓缩着这片土地上脱贫
攻坚战役的发展史： 从村民个体的人挖
肩扛到善良人的热心帮扶到党和政府一
系列精准扶贫措施的落实到位， 南山村
的脱贫攻坚事业如火如荼地不断深入人
心直至走向胜利， 被拐儿童侬阳阳成功
获救、白血病患者林褚承得以医治、村民
们开始致富……这一切又何尝不是整
个中华大地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伟大
成就的一幅缩影？

回到本文开头不久即说到的“这是
我看过的脱贫攻坚题材长篇小说中特
别‘小说化’了的一部作品”上来。 本就
是长篇小说又何言“特别‘小说化’”？ 这
是相对于我所看到的另一些以脱贫攻
坚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而言，这部分作品
虽名为长篇小说，但整体上其实更像长
篇非虚构写作 ，拘泥于就人说人 、就事
论事 ， 一看作品就大抵明白其原型是
谁。 这样的写作明显悖逆了长篇小说赖
以立生最基本的特性，而且还由此形成
了某种新的“圈套”，而误入这种“圈”中
的长篇小说即使它的主题再突出也不
可能有多少生命力可言。 相比之下，《太
阳转身》则是将脱贫攻坚纳入一个更加
广阔的社会 、 时代与文化背景中去思
考、去表现、去书写。 包括从一位迟暮的
英雄警察被动地卷入一桩跨越千里的
拐卖儿童案这样一段脱贫攻坚的 “前
史”切入 ，包括以壮族文化为作品某一
局部的背景， 包括 40 年前的那场南线
之战等……这些看似与脱贫攻坚平行
且相对独立的情节细节与场景，实际又
都是和“贫”与 “脱贫 ”客观上存在着种
种剪不断的直接与间接的历史与文化
关联，也正是这些个因素合理而巧妙地
植入不仅使得《太阳转身》的深度、厚度
与意味得以大大强化 ，而且保证了 《太
阳转身》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立得住、站
得稳、行得远。 正是在这些意义上，称其
为范稳 “一次成功的 ‘破圈转身 ’就是
实至名归的了。

荩翻拍自印度电影 《误杀瞒天

记》的影片《误杀》，将故事场景放在

泰国，加入对《监狱风云》《肖申克的

救赎》等影片的戏仿，引导观众跟随

主角展开与恶势力斗智斗勇的头脑

风暴，不仅赢得了票房和口碑，而且

形成了新的 IP，将于今年贺岁档推出

第二部。 图为《误杀 2》剧照

荨电影《门锁》跟随女主的“他者”视角和恐怖片惯用

的心理暗示音乐，营造出独居女性时刻可能遭遇危险的可

怕境遇，而这究竟是女性的臆想、自我暗示还是具有深刻

的现实缘由？电影并未对此深究，转而寻找幕后凶手。影片

最终落得所有问题都没讲透的“四不像”。 图为《门锁》剧照

翻拍片如何令喜欢原作的观众重温经典并感到新意，如
何令不了解原作的观众接受本土化的故事表达，都是考验编
导跨文化“转译”功力的关键。

本土化转译，既要遵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习惯、价值
归属，也要考虑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受众文
化心理和文化消费习惯、审美期待等综合因素，需要努力为翻
拍片提供适合其生长的文化土壤，而非简单粗暴不顾文化语境
的单纯移植。

观点提要

＞＞＞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