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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 今日，由斯佳丽·约翰逊主演的科幻电影《攻
壳机动队》在国内正式上映，该片取材自同名日本著名科
幻漫画，因其颓废工业风和匪夷所思的科幻设定而拥有
大量粉丝。如今好莱坞在电影技术的加持下，日本漫画
的独特风格能否得以保留？朋克风的科幻深度，以及蕴
含其中的哲学思维，是否被好莱坞电影人理解并呈现？
昨日，“大河电影口碑榜”的影迷在郑州奥斯卡大上海国
际影城抢先观看了该片。影迷们表示，单就电影而言，它
算得上优秀之作，但1982年的《银翼杀手》和1999年的
《黑客帝国》已确立了类似科幻片的经典地位，如今《攻壳
机动队》若要想再超越，很难。

□记者 游晓鹏

本报讯 4月3日至6日，
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影响力
最广的国际视听产品和数字
内容交易市场展，戛纳电视节
在法国戛纳举行。河南动漫
元素闪亮登场，与世界知名动
画公司迪士尼、梦工厂、皮克
斯、派拉蒙、华纳兄弟同台展
示。

此次法国戛纳春季电视
节共有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1万余名专业人士参
展，有1550个展位、1486家参
展商。其中，包含世界知名动
画公司迪士尼、梦工厂、皮克
斯、派拉蒙、华纳兄弟等。

记者获悉，中国参加此次
电视节的有腾讯视频、爱奇
艺、央视国际合作公司、方特

动漫等行业领先公司。河南
约克动漫也名列其中，这是我
省唯一一家进军戛纳电视节
的动漫公司，他们带去了两部
作品《Invention Story》（《我
是 发 明 家》）和《Tamas &
Rajas》（《纠结小冤家》），前者
是自主原创，后者为中方与巴
西联合制作的项目。据悉，通
过此次电视节，他们已经与法
国、俄罗斯、葡萄牙、德国、意
大利等多个国家的电视台达
成意向。

郑州市动漫产业行业协
会有关人士表示，我国动漫行
业2014年进入下滑期，企业
数量、制作规模都出现了萎
缩。河南动漫企业在逆市之
下主动出海参加国际电视节，
拓展国际视野，将为河南动漫
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记者 王峰

大河报记者昨日获悉，网
络电影三部曲《杀无赦》已于
近日在澳大利亚正式开机，该
片翻拍自美剧《杀无赦》，讲述
远赴澳大利亚工作度假的一
家三口被无辜卷入神秘杀人
游戏的烧脑故事。中国版影
片由蓝正龙和邓家佳主演，这
也是首部由中国主创班底打
造，好莱坞制作模式全程保驾
护航的网络电影。

美剧《杀无赦》讲述了一

个普通男人遭遇挟持，陷入杀
人还是不杀人的两难境地的
故事，该剧于2013年在美国
本土开播后曾掀起收视热
潮。爱奇艺网络电影开发中
心总经理窦黎黎介绍，相比美
版，新版《杀无赦》三部曲节奏
更加紧凑抓人，加强了整个故
事的戏剧冲突性，“比如，在原
版美剧中男主角是律师，而在
新版中男主角变成了医生，他
在面临杀人游戏的考验时，人
性的挣扎更加深刻”。

□记者 游晓鹏

本报讯 河南鹿邑籍军旅
作家叶建民的长篇小说《夺
城》近日出版。

小说以上世纪30年代的
古城鹿邑为故事背景，真实再
现了鹿邑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与日寇展开艰苦卓
绝的斗争并取得胜利的经
历。作品以谍战为主线，情节
跌宕起伏，真实地运用了鹿邑
古街古地名，让读者仿佛身临
其境。

据悉，小说改编成电视剧
后，将在鹿邑等地完成拍摄。

军旅作家叶建民
谍战小说《夺城》出版

参加法国戛纳电视节

河南动漫海外找市场

美剧《杀无赦》
中国版网络电影开拍

《攻壳机动队》：
成就电影的是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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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日本导演押井
守曾经拍过电影版《攻壳机
动队》，从而引领了20世纪
90年代后期日本动画产业的
再次崛起。1999年，经典科
幻作品《黑客帝国》问世，沃
卓斯基兄弟坦言部分灵感是
来自于《攻壳机动队》，甚至
在《黑客帝国》中有不少向
《攻壳机动队》致敬的场景。
再往前追溯，1982年的《银翼
杀手》的主题设定也和《攻壳
机动队》有相似之处。

客观来看，导演鲁伯特·
山德斯并没有将《攻壳机动
队》打造成好莱坞科幻片的
流水线作品，他不但还原了
漫画中的关键场景，还努力
将“思辨”融入到电影中。也
许是东西方思维不同，影片

呈现出的主题就成了常规的
身份危机。如果找一部同类
型的影片来和它对比的话，
2012年上映的《全面回忆》便
是这次《攻壳机动队》的异曲
同工之作。

影迷“微安”认为，如果
从一个普通的科幻片爱好者
的角度来看，《攻壳机动队》
应该是优秀的，但若是《攻壳
机动队》的资深粉丝，是不允
许自己的心爱之作被修改得
如此平庸的。“好莱坞有电影
技术，有优秀的电影人才，也
拥有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
但最终能否成就一部电影
的，永远是思维。或许北野
武在片中出现时，粉丝才感
觉到这是一部原本应该与好
莱坞风格迥异的电影。”

一部原本应该与好莱坞风格迥异的电影

《攻壳机动队》是日本漫
画家士郎正宗于1989年开始
创作的系列漫画，故事设定在
未来的日本，全世界都被庞大
的信息网络连接为一体，甚至
人类的各类器官组织也可以
被创造出来，人类、机器人和
仿生人共同生存在地球上，从
外形上很难辨别，但很多人脖
子后面都有与网络连接的端
口，在这种情况下，身体便成
了一个仅是容纳思维的容
器。“攻壳机动队”是为了对付
各种新型犯罪而设立的组织，
由斯佳丽·约翰逊饰演的少佐
（素子）就是其中的一员。她
是一名除了大脑外的器官全
部人造的“仿生人”，也是研发
者失败了98次后最完美的产
品。但所属公司发现少佐越

来越不听话了，从而认定她也
是一个残次品——因为她拥
有独立的灵魂。

电影版《攻壳机动队》显
而易见地提出了好莱坞电影
人自认为的哲学问题，机器人
和人类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当一个机器人拥有灵魂，该如
何给它下定义？以及人类和
机器人应该如何和平相处？
这在斯佳丽·约翰逊的前作
《超体》中也有所表达。有影
迷评价，电影将迷幻、朋克的
原著风格用技术手段还原得
相当美好，但在人物刻画上并
没有突破好莱坞一贯的科幻
电影桎梏，“斯佳丽·约翰逊依
然是‘寡姐’的打斗风格，没有
将漫画中素子的内心世界表
达出来”。

□本期执笔 记者 王峰

人类和机器人如何和平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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