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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造票房新纪录的2021年春节

档，《人潮汹涌》遭遇了意料之外的挫

折。本片虽然事先确未被广泛看好，

但以其原作基础、主创实力、明星影

响、类型期待而言，其市场表现之低迷

仍令人吃惊：它在首日就掉了队，早早

成为了春节档竞争中最早的“出局

者”。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其评分却在

某平台的同档期影片中排名第二。好

在随着长假结束，影片口碑效应逐渐

显现，迄今累计票房逼近7亿元。

《人潮汹涌》所遭遇的市场挫折，

口碑与票房之间的巨大落差，成了本

次春节档等待破解的谜团之一。作为

一部翻拍电影，《人潮汹涌》的成败得

失亦值得探析。近几年来，电影翻拍

虽有《英雄本色 2018》、《追捕》等公认

的失败之作，但《误杀》、《找到你》、《西

虹市首富》、《追龙》、《重返二十岁》、

《情圣》等则取得了市场和口碑的认

可，甚至还诞生了《十二公民》这样获

得极高评价的力作。这些作品广泛涉

及犯罪、动作、喜剧、奇幻、文艺等不同

类型，翻拍已经日益成为了一种常规

的电影创作路径。

《人潮汹涌》翻拍自2012年的日本

影片《盗钥匙的方法》，后者为《电影旬

报》年度十佳，更获得日本电影学院奖

最佳编剧奖，2016 年的韩国翻拍版本

《幸运钥匙》评价也不错。中国版的

《人潮汹涌》即使票房受挫，其评分亦

不低，足见原作提供的基础是相当扎

实的。

电影翻拍的难题在于，既要准确

把握和保留原作的精髓，又不能照猫

画虎，要进行必要的本土化改造和与

创新。《人潮汹涌》，包括《幸运钥匙》都

保留了原作的核心创意。这是个“互

换人生”的故事：杀手在澡堂滑倒失

忆，人生失意自杀未遂的“废柴”演员

捡走其钥匙，职业与性格迥异的两个

人开始了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互换

人生”的题材其实并不新鲜，此类作品

多是喜剧或其交叉类型，如《你的名

字》、《羞羞的铁拳》、《与冤家约会》、

《小姐好辣》、《我身体里的那个家伙》、

《天生一对》等，通过身份变换甚至性

别倒错来制造喜剧效果，或者由不同

身份、性格和人生际遇的对照反差来

传达某种生活启悟。《盗钥匙的方法》

及其翻拍版本想要表达的则是，在更

换身份之后，杀手即使面对与失意演

员相同的环境和职业，却可以通过强

大的自律精神和严格的自我要求，开

启一段不一样的人生。同一间小屋，

可以混乱污秽也可以焕然一新，同样

做群演，可以敷衍了事也可以钻研进

步甚至崭露头角。外部原因只是懒惰

混世者的借口，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

才是开启人生新篇章的幸运钥匙。这

个颇有心灵鸡汤味的题旨，在片中鲜

明极致的人生境况对比中，倒的确令

人印象深刻。

而《人潮汹涌》并未止步于此，导

演饶晓志为其添加了对普通人生命的

关注，就像片中高潮一幕那样，小人物

之间温暖甚至热血的相互扶持与支

撑，显然都延续了《无名之辈》的主

题。生存的艰难也被放大了，周全在

笔记本中写下触目惊心的“活下去”，

他不仅去做群演，晚上还去扮小丑，想

尽办法得让自己活下去。即使片中的

反派晖姐，也曾有过漫长的底层挣扎

的经历。这种打工人的艰难与辛酸显

然是原作中没有的。《人潮汹涌》试图

添加和描述的是一群“无名之辈”的群

像，是小人物们卑微的尊严。

影片尽力为故事设置了一个本土

化语境：泛滥的信用卡信件、住在病房

过道的病人、长租公寓“爆雷”、身着西

装的各类中介、“你是什么垃圾”的流

行梗、自取快递柜、追求十万加的自媒

体等；加入了诸多中国电影的致敬元

素：路阳、郭帆客串《刺杀剧作家》和

《流浪星球》的电影导演，群演对《旺角

卡门》中张学友经典表情包的Cosplay，

《喜剧之王》的插曲以及《演员的自我

修养》，《无间道》、《天若有情》等刘德

华电影中的经典造型，甚至由郭帆亲

口对刘德华说出“感谢你对中国电影

做出的贡献”；片中还有导演的各种自

我致敬：《你好，疯子》中的表演，《无名

之辈》的歌曲，话剧《你好，打劫》甚至

在片中出现了三次，而塞缪尔·贝克特

的《终局》海报、彼得·布鲁克的名句、

周全寓所窗外的舞台化布景、高潮段

落的剧场风格表演等则显然是导演挟

带的“私货”。在日韩版本中，“废柴演

员”角色都是最为“拉胯”的部分，本片

中亦如此，但本片中万茜的独立女性

设置，尤其是黄小蕾饰演的晖姐，则可

看出二次创作的积极尝试。

然而，作为翻拍的《人潮汹涌》有

着成功的原作基础，使用了超级明星，

改编亦不可谓不用心，却为何会遭遇

票房挫折？这当中或有类型重叠、档

期选择等原因，但回顾在春节档完成

逆袭的黑马影片，如《红海行动》以及

今年的《你好，李焕英》，无不是靠着自

身过硬的品质，或者与观众之间的深

度情感共鸣才能脱颖而出，而客观地

说，《人潮汹涌》的品质或还不具备大

幅逆袭的实力。

与日韩版本比较，《人潮汹涌》有

几个明显的不足。首先是在故事核心

设定上弱化了人物的极致性，导致反

差性和戏剧性不足。原作故事的核心

设定，是“冷血杀手”和“废柴演员”之

间的反差性。杀手的暴力与强悍、计

划与自律意识、勤奋与进取精神，与

“废柴”的软弱、懒散、懒惰、无目的、无

追求之间形成反差并由此创造喜剧效

果。日本原版中，香川照之先天的莽

汉形象，与堺雅人的文弱之间足以形

成反差。韩国版中，粗豪杀手的形象

更被戏剧性地放大，柳海真虽然失忆，

却靠着过人身手打出一片天，成为冉

冉升起的电视明星，还凭借娴熟刀法

成为网红厨师，习惯用暴力解决问题

却不会拍吻戏更是片中的名场面。而

在《人潮汹涌》中，基于可以理解的原

因，周全的杀手身份几乎被稀释到了

极致。唯一的“杀戮”场面仅用几个远

景镜头暗示，连脱下手套和“血衣”的

镜头都直接删除了。由于年龄及语言

的先天局限，刘德华饰演的杀手不仅

未能呈现出任何杀手的特质，甚至显

得过于卑微和孱弱。作为群演，在其

还未真正展现超凡表演能力之时，导

演就已经迫不及待献上了对于刘德华

演艺成就的致敬。弱化杀手身份，不

仅弱化和模糊了其性格和技能，也模

糊了影片的反差和戏剧效果。

更为关键的，是影片在进行文化

改造和植入时造成的某种拼贴感，在

叙事上又过于大而化之，缺乏严密的

逻辑与细节支撑，导致影片内在张力

和说服力不足。《盗钥匙的方法》是较

为典型的日本黑色喜剧，并不追求宏

大的格局、场面和奇观效果，而是更突

出精巧的叙事结构，在谨严又夸饰的

表演方式配合下，形成了独特的艺术

风格。该片之所以经典，除了互换身

份的核心创意，更在于那些细致入微、

前后呼应的细节支撑，系统建构了人

物性格和故事走向的合理性，形成了

颇富趣味的观赏效果：古典音乐、强迫

症式的计划狂，秉性爱好的共通性，为

跨越阶层的男女主人公的相爱提供了

足够的细节支撑；音乐不仅表明个人

趣味，还是主人公的记忆唤醒工具；出

版社的奢侈收藏品杂志，最后完成了

戏剧化的反转；看似闲笔的爱情心跳

台词，此前探访过的邻居“宅女”等，直

到彩蛋还在创造戏剧性，不仅展现了

男主的性格转变，也点明了影片的爱

情主题。

然而在《人潮汹涌》当中，虽然也

使用了笔记等元素，但它们显得过于

大而化之，既未突出强调亦未能形成

呼应关系。片中确有大量的本土化转

换和植入，但这些元素之间似未产生

有机的化合作用，尤其是那些所谓的

“致敬”，或只是电影圈的“内部梗”，或

只是导演的某种自恋式呈现。它们多

是被生硬嵌入，彼此间并无呼应关系，

这多少使叙事显得破碎，甚至成为无意

义的拼贴，如原作中的彩蛋是前后呼应

的妙笔，而本片彩蛋中导演的亲自出场

则是脱离剧情的多余。与韩国版一样，

本片的故事与人物还存在许多逻辑漏

洞，比如小九叙事线的中断、肖央性格

与行动变化、男女主人公童话般的爱情

线等都还显得生硬和单薄。

《人潮汹涌》改编较大的是结尾，

这个段落相比原作要更加激烈，场面

也要大得多，然而其效果却差强人

意。原作的结尾虽显得较为温吞，但

仍然有着相对严格的逻辑，尤其是其

中的反转颇有反讽的趣味性。而《人

潮汹涌》虽然也有新增的亮眼设计（如

假扮国际刑警及失败，以及晖姐的反

应等），但整体上似乎成了一段失控的

“乱炖”，其导火线居然只是一个莫名

其妙的误会。对于荒诞喜剧来说，误

会原是基本技巧，但如此的高潮叙事

似乎显得过于随意，也并没有产生类

似科恩兄弟电影那样荒诞的宿命感。

此外，虽试图为角色添加小人物的情

感光谱，但本片毕竟建立在一个高度

假定性的戏剧框架之中，周全是在努

力生存，但这只是短暂的底层生活体

验，他终究属于那些奖状和奖章所暗

示的精英阶层，这也使观众很难像《无

名之辈》那样与角色产生深层的情感

共鸣。

电影翻拍必然面临与原作甚至其

它翻拍版本的对比，这有点像是一种

艺术竞赛，同一个故事，看谁讲得更出

彩更动人。《盗钥匙的方法》作为原型，

奠定了一个极具创意的黑色喜剧框

架，格局不大，但更加集中、纯粹、精

巧、完整，带着一种日式喜剧的拙朴动

人感，所获评价也最高。《幸运钥匙》选

择了商业类型化的改编方式，更加夸

张和戏剧化，喜剧效果显著，却也流露

出满满的套路感，逻辑漏洞相当明

显。而《人潮汹涌》做了大量的本土化

改造，不乏某些创意亮点，导演甚至试

图为其赋予某种作者性，但这种表达

的个人性与市场压力下的商业性之间

似乎还存在割裂，导致其自身的逻辑

难以自洽，而过多的文化植入和所谓

“致敬”造成的拼贴感，又在一定程度

上弱化和损害了它的极致性与完整

性。

《人潮汹涌》不失为一部有特色的

改编之作，但较之于原作却还有较大

的差距，仅从商业娱乐效果而言，甚至

可能也不如韩国版。这或许正是其遭

遇市场挫折的内在原因。电影翻拍没

有必赢的公式，但也不是毫无规律的

玄学，既要克服种种或隐或显的文化

折扣甚至先天折损，又需在保留原作

精华与本土化创新之间取得平衡，这

同样是对艺术创造力的一种挑战。所

以，虽然效果不甚理想，就其所进行的

种种创新努力和尝试而言，《人潮汹

涌》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

近年来，国产动画电影的视效技

术可谓突飞猛进，从《西游记之大圣

归来》开始，《大鱼海棠》、《白蛇：缘

起》、《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

等，制作一部比一部令人震撼，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影像奇观；而春节档上

映的《新神榜：哪吒重生》又似乎超越

了前面所有影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

度，已可称得上国产动画电影中的

“重工业”之作。

据说“影片中具有特效元素的镜

头多达 1838 个，每个特效镜头都由

高达几十层的元素构成”（饶曙光：

《内容和口碑始终是“硬核”》，载于

2021年2月25日《人民日报》），不论

是巨浪滔天的海啸场面、险象环生的

海底世界，还是机车追逐的风驰电

掣、招招致命的惊险相搏，抑或是叼

在角色嘴上香烟烟头隐约的燃烧和

袅袅的青烟、倒在酒杯里伴随角色动

作并带有角色情绪的酒水的轻微荡

漾，从大的场景到小的细节，无不让

人感到既真实又惊异——动画电影

不仅做出了真人电影贴近客观世界

的“真”，而且还用这种“真”创造了一

个充满无限想象的虚幻、虚拟的艺术

世界。这种制作技术与动画艺术高

度融合所创造的视效神话，正是“重

工业动画”主要的“重”之所在。

作为一部“重工业动画”，《新神

榜：哪吒重生》还表现了强烈的类型

意识，并对既有类型进行了一定的改

造：它以经典IP《封神榜》为背景，通

过角色的“转世”讲述一个连接现实

生活的神话故事，同时融入“黑帮”、

“机甲”等多种类型片元素，形成了一

个以“前世恩仇”推动“今世追杀”的

情节结构。在这样的情节结构中不

仅影片的世界观自洽（不仅可以在现

实和神话之间自由切换，甚至能够将

现实与神话融为一体），而且人物关

系明了、故事线索清晰、矛盾冲突集

中，各种追逐、打斗能够充分展开，情

节环环相扣、步步发展——整个叙事

虽然类型杂糅但却并不生硬，也没有

明显的逻辑“硬伤”。

当然，“重工业动画”应该是大投

资、高回报的——该片仅从 1838 个

特效镜头看其投资就显然不会少，但

票房却差强人意，估计总票房难以突

破5亿元元，远不如《姜子牙》（16.03

亿元）、《西游记之大圣归来》（9.56亿

元），甚至比不上《大鱼海棠》（5.74亿

元）和同时上映的《熊出没：狂野大

陆》（5.82亿元）。其原因应该引起重

视，需要深入分析。

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以

近10亿票房创造了中国动画史上的

一个奇迹之后，不仅专业的影视企业

和大资本开始重视并正式进入动画

电影行业（此前主要是少数新成立的

动漫公司利用有限资金在创作一些

小制作的动画电影，成本稍高便力有

不逮、即陷困境，包括《西游记之大圣

归来》和《大鱼海棠》一开始都是小型

动漫公司运作，整个制作过程由于资

金的缺乏前后都拖了8到12年，最后

还是因为被专业影视企业“收编”获

得了大投资才得以最后完成），而且

“瞄准”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经典

IP，如《西游记》、《白蛇传》、“封神”系

列等。

对于动画电影来说，这样的题材

选择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因为神话传

说能够充分发挥动画“无中生有”的

特点和“天马行空”的想象，也更适合

做“重工业动画”的大场景、奇异世界

和剧烈冲突，创造视效奇观；而几个

经典IP又几乎家喻户晓，孙悟空、哪

吒、姜子牙、白娘子、小青、许仙等哪

一个不是自带话题和“流量”？不仅

如此，迄今为止这些动画电影对上述

经典 IP 的处理方式也没有问题，它

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新式的“改

写”而不是传统的“改编”——传统文

学、戏剧的影视/动画“改编”一般会

保留原著的主要内容甚至情节结构，

只是着力于艺术样式的转换（如从文

学、戏剧到动画或电影、电视剧），当

然也会因为艺术样式的不同而对情

节结构略作调整；而目前所知最早来

自港片如周星驰《大话西游》的对经

典的“改写”却往往只借用原著的故

事背景和角色的“外壳”，重新创造情

节并塑造性格、经历和内心世界可能

与原著中的原型有很大不同的全新

的角色。

例如《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表现

的便是孙悟空因大闹天宫被压在五

行山下五百年侥幸出来后从沮丧到

重新振作的一段心路历程——《西游

记》原著中是没有这一段描写的，猴

子一出来就直接跟着唐僧去西天取

经了；《哪吒之魔童降世》更是将《三

教搜神大全》、《封神演义》、《西游记》

等作品中描写的英雄仙童重塑成为

一个“魔性顽童”。这样的“改写”既

避免了与原著及其他改编之作的重

复、雷同，同时又可以拓展原有IP的

创造空间；作品既可以借助经典的巨

大影响力，又能够驰骋想象、创新创

意——这应该是这一类国产“重工业

动画”共用“改写”并因“改写”而屡获

成功的重要原因。

那么问题是，《新神榜：哪吒重

生》同样也是这样操作——哪吒既转

世为现代青年“李云祥”，又拥有哪吒

的信息并能重获哪吒的神功，在“是”

与“不是”之间角色和故事都有足够

的创新、创造空间，可为什么其最终

票房却远不如前面几部影片？这其

中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或某种

内在的规律、机制呢？

既然一路梳理、分析下来，关于

与“重工业”、“大投资”、“硬技术”相

配套的题材选择——“聚焦神话传说

的经典IP”，及其处理——“改写”都

没有问题，那最后就看故事和表达

了，这便是涉及观众审美心理——当

然也是涉及影片创作、经营更深层次

规律、机制的问题。

理论上讲，运用“改写”的方法可

以为经典IP编写任何一个故事并进

行任意的表达，但却显然不是每一个

故事和每一种表达都能够引起观众

极大兴趣的；虽然观众的兴趣、爱好

并没有固定的标准、模式和关注焦

点，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踪迹、规律可

寻。将上述三部动画电影对比，不难

发现，《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和《哪吒

之魔童降世》虽然讲的是完全不同的

故事，塑造的是完全不同的角色，表

达的也是完全不同的主题，但其中却

存在某些相同或相似的操作，例如把

原来IP中的神、英雄变成普通人、甚

至连普通人都还不如的“魔丸”，并且

着重表现他们个人的失意、烦恼、自

卑与困惑以及困境，让他们的情绪和

境遇都降到最低，然后再艰难崛起，

逐渐克服困难、消除困惑、超越自我，

东山再起，英雄归来。

这样的设计便有效地拉近了动

画主人公与观众的距离，由于对角色

的认同——不论是孙悟空的挫败感

还是顽童哪吒的魔性，都是大多数普

通观众曾经亲历过或正在亲历、领教

并不得不忍受的，以致影片剧情就如

观众的人生甚至日常生活，令他们产

生强烈的共鸣和共情——当然最终

角色的“英雄归来”又让他们看到了

希望，获得了一种情感抚慰，能够满

怀信心地走出影院。这应该是《西游

记之大圣归来》和《哪吒之魔童降世》

先后创造国产动画电影票房奇迹的

落实到内容、情感层面的重要和最终

决定性原因。

而《新神榜：哪吒重生》却是反向

操作的：第一，“李云祥”虽然具有普

通人的身份，但观众从一开始就知

道，他实际上是一个“神”。这样，观

众自然就与片中的角色拉开了距离，

而导演也似乎有意地经常用一个仰

拍的三身哪吒大特写让观众仰视，强

调李云祥“神”的身份，还把这“哪吒

神”设计得非常严肃，不可爱，且不会

动，就如一尊神像，只给人以压力，而

不令人亲近。第二，片中的主要情节

是表现李云祥——转世重生的哪吒

与前世宿敌龙王及其三太子殊死决

斗，目的却是拯救城市和众生。这样

的情节设计显然缺乏新意——一方

面哪吒与龙王父子早已在相同或类

似题材的影视、动画中不知打过多少

回了；另一方面这种“拯救城市”、“拯

救国家”、“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之

战大家也在各类作品中司空见惯，而

且知道最后“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套

路已熟，因此不管双方打得多么惨

烈，观众都不会很着急，只作壁上观，

最多赞叹一句：嗯，这特效做得不

错。第三，其实即使角色身份高、使

命大、剧情套路难以改变，也没关系，

还可以让观众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

去感受、体验角色既个性化又能让大

家产生共鸣的情绪、情感，但这个也

没有。片中的父子、兄弟、朋友、恋人

等几组人物关系及其情感线索都没

有充分展开，影片从头到尾只顾追

逐、厮打了，因此动作很帅、场面很

酷、技术很棒——仅此而已。但“重

工业动画”的大投资却无疑不能通过

“仅此而已”实现高回报。

从《新神榜：哪吒重生》这一案例

可以看到，中国动画电影发展已经进

入“重工业”时代，“重工业动画”强调

技术运用、追求视效震撼、注重影像

炫酷，却往往容易忽视情节、内容的

创新表达，或有意无意地挤压了思

想、情感的空间，如同上个世纪九十

年代最初的国产电影“商业大片”。

如此，则有可能使“重工业动画”沦为

“景观动画”，失去丰富的叙事和深刻

的表达能力，也难以持久地抓住观

众，与接受者产生深度的粘合力。实

际上，“重工业动画”不仅需要有技术

之“硬”，还必须有艺术之“软”，即通

过创新的故事、丰富的情感、鲜活的

思想、有效的共鸣点，让令人震撼的

“硬技术”在观众完全投入的接受中

成功地“软着陆”。这样，“重工业动

画”的大投资才会获得相应的高回报

——当然除了经济回报，还希望能有

等值甚至超值的艺术、文化回报。

（作者为浙江大学影视与动漫游

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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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新神榜：哪吒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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