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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7 月 29 日正式上映的《独行月球》

首周票房接近 10 亿元，彻底点燃了暑

期档，沈腾、马丽两位老搭档是吸引观

众走进电影院的关键，喜剧也让上半年

受疫情影响的人们在影院中开怀大笑，

利用电影的社会功能释放大众压抑情

绪的同时，凸显了电影艺术的独有魅

力。

内容为王，IP的本土化改编

故事永远是最重要的。开心麻花

在 IP 运用中，做到将 IP 内容本土化。

2018年上映的开心麻花电影《西虹市首

富》，是将 1985 年名为《酿酒师的百万

横财》电影剧本进行改编后搬上银幕，

在创作中加入了体育元素——足球，王

多鱼有钱后邀请恒太队进行友谊赛，对

王多鱼进行考验时，恒太队也作为重要

情节因素融入电影，起到丰富故事、推

动剧情的作用，球赛过程中加入各种笑

料和包袱引得观众捧腹大笑。

《独行月球》根据韩国科幻漫画家

赵石的作品《独行月球》改编，讲的是独

孤月被遗忘在月球上并努力回到地球

的故事。在电影的改编中，开心麻花依

旧将 IP 进行本土化改编，并合理延伸

部分故事线，丰富电影故事，营造出出

人意料的喜剧效果。电影中展现独孤

月被遗忘在月球基地的段落用了近二

十分钟，而漫画中只用了一页纸来展

示，电影中将本段延伸为后续剧情的铺

垫，马蓝星看到跌入陨石坑的独孤月却

依旧命令飞船启动产生了愧疚情绪，为

后续马蓝星对独孤月产生的感情起到

铺垫作用，在此过程中加入的独孤月因

带蓝牙耳机没有听到撤离并追赶的戏

剧性情节成功让观众捧腹大笑。

漫画中，马蓝星的角色与独孤月并

没有感情戏，在IP改编的过程中，加入

感情戏让独孤月想回到地球的愿望更

加强烈；独孤月想要打开同事房间密码

的桥段，改编为独孤月想要打开马蓝星

的房间一窥究竟；漫画中金刚鼠、独孤

月相处着墨也较少，在影片中则改编为

独孤月与金刚鼠朝夕相伴，相爱相杀，

更有独孤月不顾自己的安危也要折回

去救金刚鼠，丰富了独孤月的形象，展

现生态文明观。影片最后独孤月面对

π+时，电影也丰富了独孤月选择牺牲

自己的情节，悲喜交加的故事内容凸显

充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家国

天下”、“牺牲小我换取大我”的中国传

统价值观……合理利用IP进行故事内

容的改编让中国观众更容易接受。

突破荒诞的开心麻花

2015年国庆档，《夏洛特烦恼》这部

小成本电影以幽默完整的故事内容、视

听元素的优秀运用、演员精彩的演绎，

让没有大牌明星，没有宣传造势，更多

靠观众口口相传的《夏洛特烦恼》以黑

马之姿出现在中国观众面前。自此，开

心麻花走入中国观众视野，其喜剧模式

也突破舞台让观众在银幕上熟知。

开心麻花的电影故事创作模式都

是讲述一个小人物在遭遇了较为奇异

之事后命运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并

在各种选择中放弃了诱惑，忠于自我，

选择了对人性的坚守和梦想的追求，并

找到自己内心归属的故事。影片中的

小人物们虽然都有各种缺点，但是往往

在最紧要的关头抵挡诱惑，守住自己的

底线。纵观开心麻花目前已上映的 7

部电影作品，虽然所有故事均取材于现

实，并围绕当下热点问题进行反讽化的

处理，《夏洛特烦恼》、《驴得水》、《西虹

市首富》皆如此，但这些影片的表现形

式却是夸张的、荒诞的、戏谑的、娱乐

的，结合话剧的表演风格，展现出强烈

的荒诞性和狂欢化倾向。

《独行月球》是将科幻与喜剧相结

合，打造出科幻喜剧电影，科幻不是娱

乐性的而是严肃的，所以在故事创作中

加入现实因素是《独行月球》不同于其

他开心麻花电影之处。在角色设置中，

独孤月也不是荒诞、疯狂的形象，而是

乐观、勇敢、幽默、智慧、担当。纵观世

界科幻电影，大多由西方国家拍摄，各

国电影在设置角色时经常以本国人为

主的倾向，就造成了如下反差：中国在

现实世界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在

科幻电影世界中确是“少数民族”。《独

行月球》在改编时将“月盾计划”设计为

中国为主导的救世计划，中国人建设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中国人世界公民的

形象更为突出，片中家国情感投射于整

个人类，这样的故事情节起到推动中国

人形象在世界电影中塑造。

在《独行月球》中，独孤月靠的不是

从天而降的灵感，或者是抖机灵、小聪

明走出月球，而是实打实用自己的知识

积累和工作经验，独孤月可提供能够让

自己返回地球的技术前提；独孤月在进

行工作岗位选择时也是十分理性的，虽

然介绍自己是“中间人”，但知晓自己的

知识是适用于工程师的岗位，在遇见马

蓝星之前他拒绝不适合自己的岗位，现

实性在《独行月球》中有充分体现。在

面对牺牲独孤月拯救全人类的选择时，

“月盾计划”负责人与马蓝星均表现出

痛苦却理性的选择，独孤月义无反顾选

择牺牲自己，拯救全世界，也将梦想与

人性的坚守表现得淋漓尽致。

延续的悲喜交加风格特色

悲剧最早起源于对酒神的颂歌，在

尼采的《论悲剧的诞生》中，认为悲剧是

起源于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对抗冲

突与调和。好的喜剧作品时在幽默诙

谐的外表下隐藏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好

的喜剧电影也是悲喜两面的，让观众在

笑中带泪后陷入深深的思考，开心麻花

的电影作品就具备此类的特点。

《夏洛特烦恼》展现了“如果可以回

到过去”这样的人生话题，现实生活中

一无所成的夏洛大闹初恋秋雅的婚礼

并奇异地回到过去，顺风顺水成为了才

华横溢的大明星，得到了名利与“女神”

秋雅的芳心，而夏洛在发现身边的人都

是在利用自己时产生的巨大空虚感，让

他意识到原来最好的本来在身边，只有

马冬梅是他心之所归。故事中展现了

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和个体内心极度空

虚的矛盾，拷问了现实中观影的观众

“你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并得

出要珍惜生活的感悟。

《独行月球》继续延续了开心麻花

悲喜交加的创作风格，笑料包袱频出，

影院中欢笑不断，并主题上做到一定程

度的升华，独孤月被遗忘在月球，面对

所爱的人已经死去，已无心留恋世间，

用尽办法想要离开人世，在得知恋人还

在世间后想方设法回到地球，但在面对

π+时，独孤月决绝果断选择一个人面

对，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悲剧性的选择

使独孤月的形象升华为“崇高”，观众在

笑语泪中也不由思考，当个人利益与集

体利益冲突时，将做出怎样的选择，影

片中展现出的中国人的“温良”，也正是

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本

部科幻电影起到了“文明传播”作用。

这个暑期，科幻题材电影集聚，

仿佛自《流浪地球》激发了对“国产科

幻电影元年”的巨大期待后，科幻电

影直到今天才终于开始井喷式出

现。而在《外太空的莫扎特》、《明日

战记》等一众作品中，《独行月球》是

比较特别的一部。“含腾量百分百”、

“沈马组合”、“科幻喜剧”——《独行

月球》噱头满满，一经上映即引发观

影大规模观影热潮，它拿到今年暑期

档票房冠军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

情。观众对其评价或有褒贬，但它确

实是一部称得上合格的商业喜剧。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影片维持了“开

心麻花”一贯符合大众口味的标准化

笑点设计，另一方面则可以归功于这

层科幻外衣为其赋予的中国“航天

梦”的想象。

一、麻花喜剧新尝试：

从浅俗笑料到“笑中带泪”

著名导演让·雷诺阿和侯孝贤都

曾表达过同样的观点：一个导演一生

只拍摄一部电影。“开心麻花”的电影

同理。“开心麻花”团队的喜剧电影探

索之路走到现在，逐渐形成了模式化

的创作模式。除了剧场感突出的黑

色幽默喜剧《驴得水》外，《夏洛特烦

恼》、《羞羞的铁拳》等影片题材看似

不同，但其实都是讲普通中年男性借

由某些巧合甚至是奇幻的契机实现

了人生逆袭的故事，配之以“开心麻

花”团队协作完成的标准化“笑料”，

成功炮制出一系列颇受市场欢迎的

爆米花商业喜剧片。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独行月球》

本质上未能完全脱离“开心麻花式”

喜剧的模式化创作，电影一开场就展

示了“开心麻花”风格的抖包袱和语

言梗。主人公独孤月除了职业更为

高科技之外，其人物逻辑和夏洛、王

多鱼等角色并无太大差异。但这恰

是沈腾所饰演的一系列人物“好笑”

的基础。毕竟，喜剧可能是当下中国

电影市场上最需要的类型电影，维护

好了这张底牌，《独行月球》才有收获

不俗票房的坚实地基。

喜剧的本质目的是再现社会现

实、引发读者思考, 其最高级的形式

莫过于“含泪的笑”。在此之前，“开

心麻花”喜剧常因浅俗的笑料为人诟

病。《独行月球》则在喜剧的基础之

上，用科幻背景为故事赋予了一定的

严肃意义。电影结尾，独孤月最终选

择为地球安全而牺牲了个人，这在一

定程度上消解了喜剧的戏谑性，使影

片最终向正剧或者悲剧靠拢。而从

无厘头的笑料到“笑中带泪”，即是

“开心麻花”电影的新尝试，或许也可

以成为其未来创作的新开始。

二、“含腾量”是取胜之匙吗？

如果说独孤月牺牲的结尾升华

了《独行月球》的立意，那作为唯一主

角的沈腾毫无疑问是影片成功的大

功臣。影片堪称沈腾的“独角戏”。

而“含腾量百分百”的标签恰如其分，

并且作为其宣传点吸引了不少赞同

“含腾量”越高电影越好看的观众入

场。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

回顾沈腾的电影表演历程，我们

会发现，严格来讲，他并不是一个高

产的电影演员，到目前为止，除了《独

行月球》，他主演的作品还有七部

——《夏洛特烦恼》、《西虹市首富》、

《飞驰人生》、《疯狂的外星人》、《你

好，李焕英》以及两部单元电影《我和

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我们

之所以时常在院线电影中听到沈腾

的名字，是因为许多电影会邀请沈腾

客串。当然，客串戏份必然不会很

多，其中最离谱的参演莫过于《日不

落酒店》的沈腾人形立牌。这种“含

腾量”诈骗宣传多了，观众自然会以

此为参照。

某种程度上而言，沈腾的每个角

色都有共通之处，从春晚小品里的

“郝建”，到“夏洛”、“王多鱼”到“独孤

月”，沈腾对平凡小人物的生动诠释

才是他撑得起票房的根本，这也恰是

沈腾形塑个人表演重要的组成部

分。而“含腾量”越高的电影，给予沈

腾发挥的空间越大，作为当下最优秀

的喜剧演员，至少能保证他的这个角

色是值得一看的。至于电影整体好

不好看，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当然，“含腾量百分百”标签的出

现就意味着“沈马组合”标签的黯然

失色。马蓝星这个女性角色之于独

孤月，是十足的工具人。即便是同为

“开心麻花”功勋演员的马丽饰演马

蓝星，也不能改变影片叙事对独孤月

的偏爱。而马丽参演与否只关系到

影片宣传时是否有“沈马组合”时隔

七年再度合作的噱头，这不得不说是

影片的遗憾。

三、“喜剧”与“科幻”合流，

航天梦与光影共同闪耀

《独行月球》其实是一个荒野求

生主题的英雄故事，它发生在地球和

月球并无本质差别。那么，在众多可

选择的主题中，《独行月球》为何偏偏

披上了科幻电影的外衣？这既是偶

然，也是必然。如果说其偶然性在于

主创们读到了赵石的原著漫画并选

中这个故事，那么必然性就是中国工

业电影体系确实已经发展到一定程

度了，足够给一部喜剧套上科幻片壳

子并且为广大观众所接受。

不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科幻

儿童片《霹雳贝贝》、《魔表》等电影，

也不同于新千年后的《长江七号》、

《未来警察》等类型片，2019年诞生的

《流浪地球》，昭示着中国电影工业体

系已初具规模，中国科幻电影正式进

入新时期。作为最具想象力的电影

类型，科幻电影的叙事主题大多与宏

观的人类命运息息相关，而它的发展

水平则与其所在国家的社会发展水

平紧密相连。

从“飞船时代”到“空间站时代”，

随着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曾经遥不

可及的飞天梦、太空梦正一步步走向

现实。比如《流浪地球》，只有我国航

天技术达到世界领先位置时，观众才

能相信中国有能力以主导性地位解

决全球性的危机事件。科幻电影作

为“想象的共同体”，或许可以称之为

全民航天梦的具象体现。航天梦与

光影共同闪耀，中国航天事业的稳步

前进才是科幻电影逐渐兴起的绝对

基础。

在电影市场沉闷了许久之后的

当下，有《独行月球》这样一部被当作

“救市”之作的影片出现，对于电影从

业人员尤其是影院从业人员而言，绝

对是好事一桩。于“开心麻花”而言，

《独行月球》是一部超出了其常规中

小成本喜剧预算的电影，是一场赌赢

了的类型创作。这意味着或许在未

来，我们可以期待“开心麻花”喜剧更

多的可能性。

近年来，在华语影坛能够坚持武

侠电影创作并形成自身鲜明印记的

导演及团队殊为难得。新锐导演路

阳自执导武侠片《绣春刀》（2014 年）

开始便持续探索，着意创立自己的武

侠电影风格。此后，又相继执导了该

片前传《绣春刀Ⅱ：修罗战场》（2017

年）和奇幻武侠片《刺杀小说家》（2021

年）。

路阳监制的新片《雪山飞狐之塞

北宝藏》于2022年7月15日上线网络

平台。该片由《绣春刀》系列影片制

作团队打造，乔磊执导。路阳及其团

队的品牌风格已日益成熟完善。以

人物塑造而言，路阳武侠电影热衷于

在中国武侠世界中塑造古希腊式的

悲剧英雄形象，普遍具有灰色为底、

厄运为始、净化为旨的特征。

一、灰色为底，忠奸善恶总交织

路阳武侠电影中惯于营造一种

沉郁灰败的末世之象。末世操弄下

的主人公从来不是以往非黑即白的

脸谱化形象，出场时就设定为既非极

好、又非极坏的灰色人物。他们的这

段人生传奇各有“忠、奸、善、恶”的预

设，却在无常命运的捉弄下形成蜿蜒

曲折、欲扬先抑的发展轨迹。

《绣春刀》开场时，沈炼等锦衣卫

三兄弟奉命缉捕许显纯，追杀魏忠

贤，惩奸除恶，澄清朝堂。阉党当权

时并不得志的三兄弟原本以“忠”的

形象现身出场，却在形势所迫、利害

权衡之下走上歧途，或私放阉宦，或

私相庇护。《绣春刀Ⅱ：修罗战场》中

的沈炼作为阉党鹰犬，则先以“奸”的

形象出场，又因天良未泯而挺身救护

忠良弱女。

影片《刺杀小说家》改编自双雪

涛创作的同名短篇小说，设置了现实

与幻想两个架空背景的世界，皆以性

本“善”的形象为主人公。但现实世

界中的失孤父亲关宁，为寻回被拐女

儿而不惜以身试法；幻想世界中的逃

亡少年空文，为弑神复仇而被嗜血黑

甲附体。

《雪山飞狐之塞北宝藏》改编自

金庸的武侠小说名著《雪山飞狐》。

原著小说的男女主人公胡斐与苗若

兰，在该片中分别化名归彧与青雯。

不同于原著，他们是以“恶”的形象出

场，混迹“八恶人”之列，屈身为仇敌

的螟蛉爱徒，却旨在除恶复仇。

这些在混沌末世中苦苦挣扎的

主人公显然更具典型意义。灰色成

为他们的人性底色，并在命运的光谱

中不断变幻。其善恶交织的复杂人

性蜕变，既带给观众末世残生的真实

感，又引发观众哀命伤时的共情。“命

运悲剧”的电影格调由此凸显。

二、厄运为始，爱怨情仇各执迷

路阳武侠电影中，主人公的悲剧

皆始于无辜蒙难的厄运，却又具有不

可抗拒的必然性。

《绣春刀Ⅱ：修罗战场》中的沈

炼，通晓谨言慎行、明哲保身之道，又

受上司庇护，原有升迁副千户的好前

程；却在一次本不相干的暗杀任务中

横遭构陷，以致误杀同僚，从而屡遭

威逼胁迫。《绣春刀》中的卢剑星和沈

炼，在腐败官场中委曲求全，逆来顺

受，却奉命执行凶险莫测的追杀任

务，终成各方博弈利用的棋子。

《刺杀小说家》中的关宁，本是普

通的银行职员，在女儿被拐后四处漂

泊，苦苦寻觅，却被引诱成杀手。《刺

杀小说家》中的少年空文，以及《雪山

飞狐之塞北宝藏》中的归彧与青雯，

皆因父辈遇害而家破人亡，不得不亡

命天涯。他们本是安分守己之辈，却

突遭无妄之灾，被改变了人生轨迹，

沦为诱饵弃子、蝼蚁草芥、替罪羔羊、

覆巢之卵……观众的怜悯与恐惧之

感由此而生。

而主人公在厄运的漩涡中泥足

深陷，却又各有自己的执迷之念。《绣

春刀Ⅱ：修罗战场》中的沈炼，执于不

舍之“爱”，不忍自己爱慕的画师北斋

被玷污和残害。《绣春刀》中的卢剑星

和沈炼，执于不甘之“怨”，不愿久居

人下、抑郁蹉跎。

《刺杀小说家》中的关宁，执于难

忘之“情”，渴望父女团圆。《刺杀小说

家》中的少年空文和《雪山飞狐之塞

北宝藏》中的归彧、青雯，则是执于难

泯之“仇”，誓要恶有恶报。正因心怀

这些不舍不甘、难忘难泯的信念，才

驱使他们向残酷的命运发起奋勇抗

争，进而带给观众悲壮与崇高的悲剧

体验。

三、净化为旨，贪嗔痴慢尽消逝

路阳武侠电影中，主人公的悲剧

皆有与生俱来的先在性。他们在与

命运的惨烈抗争中实现精神世界的

激浊扬清，在与观众的共情中一同达

成情感的净化。

《绣春刀》系列中的卢剑星和沈

炼，都是锦衣卫世袭武职。作为长期

执行隐秘任务的中下级官员，在波谲

云诡的斗争倾轧中很难幸免。

《刺杀小说家》中，现实世界中的

阿拉丁集团总裁以生命科学研究起

家，长期搜寻特异人士。关宁女儿被

拐，自己又被选作杀手，多半与其身怀

特异技能有关。幻想世界中的天神赤

发鬼则是为斩草除根，诛除自己的克

星，而追杀久天的后人——空文。

《雪山飞狐之塞北宝藏》中，胡一

刀守护塞北宝藏，苗人凤则是其唯一

敌手。胡苗二侠因此落入恶人的阴谋

布局之中而惨遭暗算，并殃及他们的

后人——归彧和青雯。可见，关宁、空

文、归彧、青雯，皆属“怀璧其罪”。

这些主人公的命运悲剧实有自

身的兆始之因，在对命运的抗争中又

陷入“贪嗔痴慢”四惑之中。卢剑星

为求补缺百户而不惜犯险，沈炼为救

助爱人和兄弟而私受巨贿，是为贪所

惑。空文、归彧、青雯满怀悲愤，挥刀

复仇，是为嗔所惑。关宁痴心寻女，

日益偏执，是为痴所惑。孤傲的沈炼

在官场情场格格不入，波折坎坷，是

为慢所惑。

但主人公最终并未在狭隘的感

性世界中走向沉沦，而是在惨烈悲壮

的抗争中解惑清污，实现了悲剧英雄

在精神信念上的升华。卢剑星与沈

炼因重情重义而舍身浴血。空文与

黑甲为终止杀戮而勇斗强权。关宁

与屠灵悬崖勒马，转而扶弱锄强。归

彧与青雯则是恩怨分明，虽身陷绝

境，也不离不弃。在悲剧英雄舍身抗

争、取义成仁的精神感召下，观众的

情感体验逐步升温，也催动了自身的

心灵净化。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有

言：“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

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

者之心，难矣！”路阳武侠电影的收尾

亦不能免俗。《绣春刀》之尾，杀贼关

外，策马苏州；《绣春刀Ⅱ：修罗战场》

之尾，蒙赦获释，遥想杭州；《刺杀小

说家》之尾，奸顽束手，久别重逢；《雪

山飞狐之塞北宝藏》之尾，除恶务尽，

直捣黄龙。不同于古希腊的英雄传

说，路阳武侠电影在尾声中的脉脉温

情是留赠给悲剧英雄们的夕阳辉照。

（作者为四川省电影家协会理

事、四川传媒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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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行月球》：

当科幻照进喜剧，现实与想象开始合流

从《绣春刀》到《雪山飞狐》
——浅析路阳武侠电影中的悲剧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