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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影来风

□刘昌宇

《极限特工：终极回归》
双星回归出彩多

《极限特工：终极回归》是《极限特工》系

列片中的第三部，也是好莱坞动作巨星范·迪

塞尔在拍完其第一部 15年后，与剧组原班人

马携手再展神勇的完爆之作。影片将精彩

纷呈的追逐格斗与紧张刺激的极限运动相

结合，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酷炫视效里，为人

们奉献了一部力与美激烈碰撞、正与邪巅峰

对决的谍战大剧。

影片讲述的是，极限运动员转型的政府

特工桑德·凯奇重出江湖，在夺回名为“潘多

拉魔盒”武器的过程中遇上“项”以及他的团

队。桑德召集了一支全新的队伍，但他发现

自己陷入了重重危险之中，而这些阴谋都指

向了世界各国政府的暗中勾结……随后，围

绕着“潘多拉魔盒”，一场场明争暗斗展开。

《极限特工：终极回归》脱胎于 007 系列

谍战片，除保持了其悬念叠生、打斗凶狠、剧

情扣人心弦等标志性特点外，在推陈出新中

却自成一派。诚然，迪塞尔铮亮的光头形

象，难言俊朗潇洒，但他的卖点不在于个人

的颜值，乃在其临危不乱的绝世“神技”。这

种神技不但表现在他有出色的拳脚功夫，还

表现在他在极端情况下，能游刃有余地驾驭

滑板等各种“神”具上天入地，与邪恶势力进

行勇气与智慧的较量以及生与死的拼杀搏

斗。片中，迪塞尔凭着他出色的身体素质和

高超的演技，成功地刻画了一个有勇有谋拯

救世界的特工形象。他有着无所不能的神

勇，不仅能乘着滑板，攀着长藤，在崇山峻岭

里自由地穿行，而且还能开着陆地摩托车在

水上冲浪，上演着浪里白条的传奇；不但能

踩着雪橇在白雪皑皑的山谷里极速滑下，演

绎身轻如燕的神话，而且还能从烈火熊熊的

飞机上临空跳下，书写腾云驾雾的大勇。而

与之相辅的是，各种精妙至极的特效运用，

在声、光、水、火中，丝丝入扣地铺成一幅幅

令人目不暇接、壮美无边的震撼画面，山呼

海啸里让人大饱眼福。

而尤为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在欣赏过

《侠盗一号》中甄子丹的倾情演绎后，时隔不

久，观众能在《极限特工：终极回归》中再次

目睹出神入化的“甄功夫”。那标志性的“凌

空三脚”快如闪电疾如风，踢出了华人演员

的气势。特别是他与迪塞尔的高手过招，霸

气、威武，充分展示出中国武术以柔克刚的

无穷魅力，显示出中国新一代功夫巨星超强

的实力。客观而言，甄子丹在本片中的一招

一式，都是实打实的中国真功夫，与迪塞尔

相较，甄子丹的发挥在某些方面甚至更为出

彩。

影片的另一个出彩之处是，此次新颖别

致地加入了三位女特工。她们在为观众提

供高颜值的同时，还能以矫健的身手克敌制

胜，巾帼不让须眉的高光表现，在“男人帮”

纵横谍战片的今天，堪称锦上添花，也使影

片的繁复之美愈加美丽动人。

《极限特工：终极回归》让迪塞尔找回了

好莱坞动作巨星当年的神勇，也让甄子丹进

一步找回了进军好莱坞的自信。但愿双星

的这种回归，能让他们吉星高照，在热闹而

欢喜多多的鸡年里，为观众奉献出更多的闪

光之作。

《生化危机：终章》
创新虽不足，精彩亦亮眼

《生化危机：终章》作为《生化危机》系列

片中的终结篇，集结了酷炫的特效、惊悚悬

疑的情节、宏大开阔的画面和紧张刺激的格

斗等众多吸睛项。

故事讲述的是，在华盛顿特区，爱丽丝

被威斯克背叛后，人类几乎要失去最后的希

望。作为唯一的幸存者，也是人类对抗僵尸

大军的最后防线，爱丽丝必须回到噩梦开始

的地方——浣熊市。在那里雨伞公司正在

集结所有的力量企图对残余的幸存者发起

最后的打击。在和时间赛跑的过程中，爱丽

丝将和昔日的朋友一起对抗僵尸和最新变

种怪物。爱丽丝失去了自己的超能力，加上

雨伞公司的疯狂进攻，这将是她拯救人类以

来打得最艰难的一仗。

作为一部集科幻、玄怪、动作片于一身

的影片，《生化危机：终章》在前五部的基础

上，仍保持了令观众震撼、耳目一新的感觉，

其特效的运用令人眼花缭乱，情节的铺垫扣

人心弦，画面的张力气势恢宏，拼杀格斗令

人血脉贲张。

在综合演绎方面，影片也称得上可圈可

点。一方面，主创团队以精致的手法把各类

吸睛项做到了极致，让现代科技与科学幻想

相融相生，催生出撼人心魄的视觉效应；另

一方面，则继续发掘明星的价值，通过他们

的品牌效应，激活影片的内在潜能。值得一

提的是，片中的女主角米拉来自乌克兰，她

曾凭借《第五元素》中的性感形象，一举奠定

了自己在大银幕中的地位，后续《生化危机》

系列剧的推出，更让她一跃成了票房颇佳的

国际动作巨星。在本片中，米拉的美艳与冷

酷，慢镜头肉搏，巷战中各种冷兵器的娴熟

运用，让她“杀戮女神”的个人魅力更加大放

异彩，为影片的叫座增添了不少印象分。

美中不足的是，如果与前五部相较，无

论是电脑特技、炫怪的设计、情节的推进，还

是画面的层次感、动作的新颖别致，本片的

突破性都略显乏力。或许这也是观众在看

过前五部之后，心理期待太高的缘故。

尽管本片在上映首日就取得了不菲的票

房收入，但从影片的内在质量看，难称该系列

的巅峰之作。好在影片的综合处理均衡有度，

加之米拉这块金字招牌的号召力，还是让我们

看到了一个少创意但不乏精彩的科幻大片。

近年来，一些好莱坞科幻、动作大片往往

以系列剧的形式闪耀银幕，除了赚得盆满钵

满和捧红了一些国际巨星外，能始终保持高

水准的系列片实在是凤毛麟角。由此观之，

《生化危机：终章》虽然在创新这张牌上没有

添分，但在一些核心元素的综合处理方面，却

倾力做到了尽善尽美，也算是为该系列片画

上了一个相对圆满的句号。9

进口大片：好看背后还有什么

商业院线
加快布点乡镇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
3月1日起施行，电影发展环境更趋良好。3
月 3日，又一座奥斯卡影城——大郑东国际
影城落户我省中牟县白沙镇，这意味着我省
商业院线服务农村居民，向乡镇的发展又迈
出了一步。

新开业的奥斯卡大郑东国际影城（下图
为影城大厅）设计为五星级，有六个影厅，共
1200多个座位，数字电影机2D、3D兼容，采
用与地方合办的方式，在服务乡镇居民观影
上与大城市的标准一致。院线方介绍，为响
应国家号召，积极践行电影产业促进法，今后
还将更多地向全省乡镇布点，为更多的农村
人口看电影提供方便。9 （文/图 文纬）

四卷本
《李云文集》出版

河南人民出版社近日出版了河南省艺术
研究院国家一级导演李云的《李云文集》，该
文集分《我的裸演戏剧》《来自泥土的戏剧呼
声》《从草根中拧出剧诗的水分》《以情悟道，
为声音着色》四卷，共160万字。

《我的裸演戏剧》收录了李云十多年来探
索极简主义戏剧的导演阐述；《来自泥土的戏
剧呼声》收录了作者自2005年以来撰写的随
笔论文，这些随笔论文多围绕“关注基层剧团
生存状况调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等主题
撰写；《从草根中拧出剧诗的水分》收录了作
者创作的剧作十二部；《以情悟道，为声音着
色》收录了作者主演过的三十余出豫剧的首
唱唱段演唱分析。9 （文纬）

语言辞书
《怀庆方言》出版

作为河南省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系列
成果之一，由韩德敏、韩晨晓历时10余年收
集、整理、编著的语言辞书——《怀庆方言》，
近日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填补了怀
庆方言土语系统化研究的空白。

《怀庆方言》一书由序、编辑说明、索引、
概述、汇编和后记六部分组成，计 38.6 万
字。书中方言表达确切得体，诠释简洁明
白。通览《怀庆方言》一书，明清怀庆地区以
及今焦作市域内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婚丧
嫁娶、世风民俗、喜怒哀乐历历在目，特别是
对世风民俗的解释细致有趣，令人赏心悦
目。9 （王明喜）

省会民间读书活动
持续活跃

进入3月，省会郑州民间读书团体的读
书活动持续以往的活跃。3月4日，通源书院
西哲基础文献第六期举行了伊壁鸠鲁《基本
要道和自然哲学书信》读书会；卷香读诗会品
读《唐诗三百首》第二十七期品读了卢纶的
《塞下曲》和李白的《下江陵》；3月5日，溯流
诗会精读了《三国演义》第六、七、八回。接下
来，中原图书大厦将在3月11日举行周文翰
《花与树的人文之旅》读书会、3月18日举行
东野圭吾《白夜行》读书会、3月25日举行托
马斯·莫尔《乌托邦》读书会；郑州电影之光团
体 3月 26日将举行北岛《时间的玫瑰》读书
会；纸的时代书店三月份剩余的活动安排分
别是：3月 19日，《皮埃尔或夜的秘密》读书
会第三期；3月 26日，鹿桥小说《人子》与阿
伦特《反抗平庸之恶》对读。

4月份，全国范围将迎来“书香中国·全
民阅读月”，省会郑州民间读书活动的持续
活跃，将为这场全民读书月的到来持续预
热。9 （文纬）

《长城》的文化输出——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吉水

如果把《生化危机：终章》《极限特工：终极

回归》和本月上映的《金刚狼3：殊死一战》等综

合比较，可以看出以下一些共同点：它们都是

系列作品的延续，都塑造了超人英雄的形象，

都体现出一种当代高科技背景下人类被异化

的生存危机意识。好莱坞电影的确有其自身

的价值观，以上所举，给人的感觉是超越政治，

反映了全人类的共同关切，然而，如果看清这

些超级英雄都出自美国，不但折射着美国在当

代世界力量格局中的地位，而且也强化着其维

持世界秩序、拯救人类未来的国家形象，那么

大片背后自觉不自觉的意识形态也就清晰可

见了。这即是好莱坞商业大片价值观潜移默

化的输出，它不但替美国电影在中国内地赢得

了巨量票房，增强着美国的经济硬实力，而且

在文化观念的输出上也强化着人们对美国的

文化认同，为美国增添着软实力。

毫无疑问，中国是全球化的总体受益者。

然而，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中国无疑又处

于巨大的文化逆差中，根据中美文化交流有关

电影方面的协议，今后的内地电影市场将进一

步向美国开放，院线将迎来更多美国大片。在

美国大片给内地观众带来视听享受时，如何让

中国电影走出去，输出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改

善文化交流中的逆差现状，是中国电影面临的

课题。从这个角度看，前些时上映的中美合拍

大片《长城》作为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向外输出的

一次路径尝试，无疑值得肯定。有些评论文章

甚至认为，从国内到海外，电影《长城》不仅在全

球电影市场竞争中获得了机会，更带着浓郁的

文化特色向世界展示出中国的精神风貌。

然而，现实中，《长城》上映后虽然在内地收

获11.7亿票房，所获争议却也空前激烈，不但主

要演员的表演达不到观众的满意，剧情方面西

方英雄拯救中国危机、中国女性倾慕西方男性

的设计，也无不充满文化角色的象征和暗喻，这

些都令人诟病，它们迎合着西方长期以来对中

国作为“古老而神秘的国度”“落后而待拯救的

世界”的文化想象。更为尴尬的是，这些向西方

讲述的并不真实的中国故事、传递出的缺乏尊

严的价值观的影视文化产品，却是由中国文化

在影视领域的领军性人物导演出来的。

也有影评就此问题替中方导演辩解说：“好

莱坞的工业标准大幅限制导演权力，从这个角

度来说，《长城》作为好莱坞的重工业产品，本身

就是去个性化的。个人的美学旨趣需要在严苛

的制片人制度内寻求突围。张艺谋也坦言在制

片过程中自己能掌控的东西有限，《长城》必须

首先是合格的好莱坞工业产品，在这个前提下

才能承载中国文化和价值输出。”言下之意，《长

城》的故事是好莱坞编写的，中方导演动它不

得。既而又肯定中方导演做出的努力，比如，

“张艺谋在怪兽片的框架内与好莱坞讨价还价，

尽可能多地配置填充精奇的中国元素，承续中

国风表达。影片借助长城这个典型的中国舞

台，展示出科技感十足的古中国特种部队、奇巧

的冷兵器战争场景和颇具视觉压迫性的饕餮兽

群……”看到这些，是不能不令人发“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的感慨的。只有在电影中摆正中西

文化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才能不卑不亢地

讲好中国故事，输出正确的中国价值观，这也才

是那些作为“毛”的中国元素应附的“皮”。而受

制于好莱坞的制片制度，不能正确地讲好中国

故事、输出正确的中国价值观，却仅仅在“古中

国特种部队、奇巧的冷兵器”等“毛”的层面与对

方“讨价还价”，无异于舍本逐末。更何况《长

城》中那些中国元素的“毛”所附之“皮”，仅仅是

女主角说给西方英雄听的“信任”二字，这更无

异于一种一厢情愿的现实文化乞求了。

《长城》所获的众多差评反映着中方导演

在这部合拍片中所讲中国故事的不令人满意，

原因固然是因为“好莱坞的工业标准大幅限制

导演权力……（导演）在制片过程中自己能掌

控的东西有限”，那么怎样改变这种合拍片的

不公平游戏规则，以我为主，为自己争取到更

多的文化话语权，就是下一步应该考虑的问

题，而如果像导演坦承的那样“必须首先是合

格的好莱坞工业产品，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承载

中国文化和价值输出”，那么这种甘心放弃文

化话语权的屈从的合作不要也罢，努力争取把

自己的国产片拍好，同时寻求与好莱坞大公司

之外的独立制片人进行合作，也未必不能学到

电影制作的美国经验，并一定程度地推进中国

电影走出去。

有报道称，继在中国内地公映后，《长

城》已在北美 3326 家影院大规模上映，这是

令中国的一些媒体和影评人感到鼓舞和兴

奋的，正面评论也属应时。但《长城》在国外

收获的很多差评却不被过多提及和评论，可

见得由好莱坞实际主讲的这

部中国故事其实也

没能让西方的观

众普遍买账，中

国电影人所期望

的借合拍片之船

出海的文化与价

值观输出因此也

不知会打多少折

扣。2

三月上旬的内地电影市场，票房成绩最好的前几部全部为进口片，《生化危机：终章》上映首周

劲收6亿，强势登顶冠军宝座；排在亚军位置的是《极限特工：终级回归》，该片累计已突破10亿；3

月3日上映的《金刚狼3：殊死一战》，三天票房达3.4亿。好莱坞大片对国产电影的强势，虽然令中

国电影汗颜，但解读赏析它们，对观众就纯属生活娱乐加文化消费了，本期观影选评其中两部，同时

也关注一下作为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向西方输出的一种路径尝试的中美合拍大片《长城》。

周末特别周末特别观影观影：：

大大片的观感片的观感

上图：《极限特工：终极回归》剧照
下图：《生化危机：终章》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