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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寄予“救市”厚望的科幻喜剧

《独行月球》上映首周末票房破10亿，

两周票房超过20亿元，征战电影市场

势如破竹，不负期待，毫无意外地成为

接棒《人生大事》的暑期档“王炸”爆

款。这当然跟“沈马”组合强大的号召

力有关，打着“含腾量100%”招牌的潜

在广告词就是想看“腾哥流浪月球”，

那就来看《独行月球》吧。与以往开心

麻花作品相比，这部大电影最大的创

新就是把喜剧舞台搬到了月球上，有

更为恢弘的情境设定和浪漫的奇观呈

现，直接把开心麻花的小品串联喜剧

升级到格局更大的 2.0 版。自 2019 年

《流浪地球》树立了中国科幻电影的新

标杆之后，许多电影加入了更多面向

未来的科幻元素，比如科幻+动画（《熊

出没·重返地球》、《冲出地球》）、科幻+

儿童（《外太空的莫扎特》）等，开心麻

花也踏上了“科幻”新浪潮这艘船，将

科幻和喜剧嫁接，制作出别具一格的

混搭类型。

新浪潮：软科幻变硬科幻

影片超出期待的部分显然是真诚

饱满的科幻元素，不仅有“含腾量”，更

重要的是硬核科技的重磅加持，让作

者大胆浪漫的想象力变成大银幕可见

的奇观画面。

这是开心麻花目前投资最大的一

部电影，为了呈现出电影中月球表面

的逼真质感，主创打造了 6000 平方米

的摄影棚，还铺陈了200吨沙石模拟月

面粉尘。启用制作《流浪地球》的国内

顶级特效团队，特效镜头近2000个，占

据到了 95%，拍摄 142 天，后期制作一

年多。最终呈现给观众的是规模庞大

的月盾基地、具有视觉冲击力的陨石

雨、满是陨石坑的月球空间。除了视

觉上的沉浸感，影片还打造了一个脾

气暴躁的金刚袋鼠。影片进行了大量

的虚拟拍摄，演员郝瀚穿上动捕服进

行动作、表情表演，后期用CG还原了

一只毛发逼真、表情丰富的大袋鼠，而

沈腾大部分时间都是对着空气进行一

个人的独角戏。

这些特效为影片赋能，不仅有科

幻推理的基础，也营造了极致浪漫的

氛围。独孤月实施环月计划进行自

救，给地球人以鼓舞。满天星辰，金刚

鼠拉车驰骋月球，飞跃陨石大坑，致敬

了斯皮尔伯格《E.T.外星人》的经典画

面，也让我们对浩瀚无垠的宇宙太空

多了一份神往。最后，独孤月托举宇

宙锤飞向陨石π+，这种自我牺牲式的

英雄壮举，即刻让人联想到《流浪地

球》中吴京饰演的身为父亲的航天

员。粉碎的陨石并没有消失，而是化

为星环，永远环绕在地球身边，意喻着

独孤月对人类的守护相伴。

另外，从头灌到尾的主题交响配

乐也赋予了影片商业大片的气势。配

合剧情的《月盾计划》、《白月光》、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大 撤

离》、《幸存者》、《元气满满的一天》、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长存湖》、《救

or not to 救》、《a head full of dreams》、

《地球的呼唤》、《光》、《人类最后的机

会》、《中间人》、《回家之路》、《英雄》、

《你留下的爱》等30多个歌曲配乐使人

沉浸，腾格尔演唱的幽默自嘲的西北

调《黄河的水干了》、杨钰莹演唱的甜

酥小情歌《让我轻轻地告诉你》则瞬间

调动观众情绪，土洋混搭，风格各异。

《独行月球》再次印证了中国电影

的重工业水平，本来主打喜剧的软科

幻意外升级为硬科幻，着实惊喜。其

实，沈腾并非第一次接触科幻，2019年

宁浩执导的科幻喜剧《疯狂的外星人》

中，沈腾联合黄渤、和徐峥扮演的外星

人过招，三大“喜剧人”集结，上演了一

出啼笑皆非的闹剧。2021 年的《我和

我的父辈》中，沈腾执导了科幻短片

《少年行》，并饰演了一个从2050年穿

越回来的机器人，最后为了救小孩也

牺牲了一把，合演还有老搭档马丽、新

人辣目洋子，这些都成为《独行月球》

的表演前奏。

开心麻花：喜剧变正剧

最接近娱乐本质的喜剧向来是

观众的刚需，尤其是疫情期间，人们

渴望通过电影来放松解压。影片低

于期待的部分也很明显，就是喜剧分

量不足，“沈马”组合对手戏很少，记

得上次在影院爆笑还停留在 2018 年

沈腾主演的《西虹市首富》。科幻是

国际化的严肃命题，而喜剧则是本土

化的类型，科幻和喜剧的结合必然带

着土洋结合感，也必然带来一定程度

上的互相消解。如何调试二者的平

衡是本片面临的最大考验。第一次

独立执导长片的张吃鱼也表示科幻

片偏冷调，喜剧偏暖调，所以他选用

了黄色的宇航服，在荒寒月球上代表

一种生的希望。

影片遵循了原著漫画的基本设

定：2050 年，人类为抵御小行星π对

地球的撞击，实施月盾计划，而独孤月

却意外被落在月球上，自以为是“宇宙

最后一个人类”。影片大部分的笑点

都来自于独孤月和金刚鼠这对月球

CP组合，这倒是很符合原著漫画的原

有设定。韩国“搞笑漫画之王”赵石创

作的漫画《独行月球》被称为太空版

《楚门的世界》，因为独孤月和金刚鼠

的相爱相杀戏码被地球人全程直播，

这点和开心麻花的喜剧诉求一拍即

合。影片汲取了漫画的精华，采取了

月球和地球的主客双视角，并且保留

了“独孤月”这个中间人的设定。镜头

反转，视角从月球切回地球，月球上放

飞自我的独孤月正在被全球人观看，

这种“观看”与“被观看”的套层结构

自然而然产生了喜剧效果。再加上开

心麻花惯常的谐音梗、流行语、无厘

头、戏仿、解构、大反差来制造本土化

笑料，影片的直播段落还是轻盈放松

的，只不过有的笑点过于低级。

在人物设定上，为了马丽的出

演，重建“沈马”组合，影片最大的改

编就是新添了月盾计划指挥官马蓝

星这个高冷的“女神”角色，顺带把独

孤月的身份从动物学博士改为没当

成工程师的太空维修工，并设置了情

感内在驱动力“星月之恋”，独孤月对

马蓝星花痴般的暗恋、单恋成为他一

切行动的动机，无论是生的希望还是

大义赴死，甚至被抛弃在月球上，独

孤月都没有丝毫犹疑、伤心，这个人设

太过于完美，仅凭电梯上的“一眼万

年”就可以使他赴汤蹈火，说服力有点

单薄。对比7年前《夏洛特烦恼》中马

冬梅对夏洛一厢情愿的痴恋，这好像

是前世今生的一种调换和代偿，观众

自行脑补，似乎还可以理解。

有人戏称《独行月球》就是“《火

星救援》+《楚门的世界》+《流浪地

球》”的组合版，这正说明影片的调性

不仅仅是喜剧，它涵盖了灾难、喜剧、

科幻、爱情、超英等各种类型，给观众

带来各种丰富复杂的情绪体验。当

独孤月像夸父逐日一样，实施环月计

划自救，生死关头，他还是返回救出

同伴金刚鼠，给观众带来热血激越的

燃情。当独孤月毅然决然挡在陨石

和地球中间，托举宇宙锤砸向π+，

便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从一个默默

无闻、平凡普通的“中间人”进化为一

个牺牲自我、拯救人类的“大英雄”，

完成了人物弧光，也成就了最为催泪

的悲壮场面。女主“蓝星”的名字意

喻地球，独孤月对“蓝星”的一见钟情

到生死守护，从小爱延伸到大爱，境

界的升华直接使喜剧调性转变为令

人感动的正剧。

影片还触及了一个人类的终极命

题：孤独。月球和地球都被陨石撞击，

世界末日情绪弥漫，生似乎比死显得

更为艰难。月球上，独孤月采取饿死、

撑死、毒死等各种死法对抗孤独，还好

有突然闯入的暴力金刚鼠为伴。地球

上，蜗居地下城的幸存者灰色情绪弥

漫，为了拯救失去希望的地球人，马蓝

星设计了制造英雄计划，用直播独孤

月返回地球的方式来点燃人类希望，

不同于反讽意味的《楚门的世界》，独

孤月被直播带给地球人是满满的正能

量。而当独孤月失去生的希望时，马

蓝星又带领地球人打开光束，给远在

月球的独孤月以回应，点亮地球的那

一刻我也落泪了，两个星球的人类的

双向奔赴、相互守望正是观众被感动

的点，也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

刻涵义。人类团结一心，我们不再孤

独，这种精神能量带给人类活下去的

勇气。唯一的遗憾是，地下城以华人

为主，少量国际人士作为配色，在演绎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宏大命题时显

得有点小气，不够国际化。

很明显，影片带给观众的各种情

绪体验远远超越了喜剧，虽然导演张

吃鱼一直在强调本片的内核是喜剧，

科幻只是他借助的外壳，但其实相较

于五年前他和宋阳联合编导的《羞羞

的铁拳》，笑点已经相当稀少了，这样

反而有了多个维度的拓展空间。但

这并不意味着开心麻花的喜剧品牌

下降，而是展示了其拍摄更有深度的

正剧的潜力。期待开心麻花的快乐

相伴，更期待它的自我突破所带来的

创新之作。

作为动漫大省，“熊”、“羊”、“猪”

是广东出品的三个位居头部以动物为

主角的动画IP:“熊”是《熊出没》，“羊”

是《喜羊羊与灰太狼》，“猪”则是《猪猪

侠》。继“熊”、“羊”都于今年春节档推

出电影新作后，暑期档也迎来了“猪”

的电影新作：《猪猪侠大电影·海洋日

记》。

与“熊”、“羊”一样，“猪猪侠”也是

多年耕耘，由电视拓展至电影等领域

的动画 IP。首部《猪猪侠》电视动画

于2006年播出，此后除2011年外，该

系列一直保持着每年出品一至两部，

每部40到100多集的频率，常年高居

各大少儿频道收视榜前列。而从

2012年起，《猪猪侠》又开始推出动画

电影，至今已出品了《囧囧危机》、《勇

闯巨人岛》、《终极决战》、《英雄猪少

年》、《不可思议的世界》、《恐龙日记》、

《海洋日记》等7部大电影。此外，“猪

猪侠”还有舞台剧及各类衍生品，建立

了丰富多样的IP世界。

同为经典动物动画IP形象，与熊

大熊二和喜羊羊相比，猪猪侠的特点

及其对孩子们的意义何在？

一

猪猪侠是广东三大动物动画 IP

中最接近人类孩童的形象，是陪伴孩

子成长的伙伴，也能让他们代入自身

的成长经历及感受。

造型上看，作为动物角色，喜羊羊

和熊大熊二都没有人类衣服，突出的

仍是动物特征，猪猪侠的造型设计则

具有明显的人类孩童特征：萌化的面

部和胖乎乎的身体，加上红色的虎头

帽、连体衣和战袍，让它看上去与人类

儿童的差别只在于两只猪鼻孔。性格

上看，猪猪侠活泼调皮，喜欢偷懒，爱

耍小聪明，爱吃棒棒糖等特征都与儿

童如出一辄。人物关系与故事模式

上，《猪猪侠》也与“熊”、“羊”不同。

“熊”、“羊”动画中，羊村的羊与灰太

狼，熊大熊二与光头强具有天然对立

的关系，故事模式也是两者间的各种

斗智斗勇。猪猪侠的故事则不然，它

没有天然对立的死敌，而是像一个孩

子一样，和自己的伙伴一起，在迷糊博

士等的引导下去认识和探索世界、经

历各种冒险。这些都使它能够得到孩

子们的认同，让他们视猪猪侠为小伙

伴，跟随它在动画世界里经历各种奇

妙的故事。

猪猪侠对孩子的陪伴意义在《不

可思议的世界》中有着直观的体现。

片中女孩吉祥从小听着猪猪侠的故事

长大，是猪猪侠的陪伴让她描绘出了

自己心中的童话世界。而当她日渐长

大，被作业和练琴占据了几乎所有的

时间后，她也感到失去了自己童年的

伙伴。

陪伴之外，猪猪侠也是孩子们能

够代入的一个孩童形象，抒写着他们

成长途中的喜怒哀乐和困惑思考。最

为突出的是对父子关系的描绘与思

考。在首部大电影《囧囧危机》中，猪

猪侠的父亲热衷于科学研究，但其提

出的假设不被人相信，还被人视为怪

人。猪猪侠也因此羞于与父亲为伍，

直到最后发现现实与父亲的假设相符

合，他才对父亲有了理解。《终极决战》

中，他在游戏里与年轻时期的父亲巴

罗相遇，得知了自己的身世后，不得不

在坚持正义、保护世界与顺从父亲、放

弃保护世界两者间进行选择。而无论

是作为科学家还是黑暗之王，两部作

品中的猪猪侠父亲都在生死存亡的危

机关头选择了牺牲自我拯救猪猪侠，

显示出父爱的深厚。

二

猪猪侠更是一个具有超能力的儿

童英雄形象，它寄托着孩子们的英雄

梦想，是引领孩子成长的榜样。

美国学者约瑟夫·坎贝尔在《千面

英雄》中通过对世界各地神话的解读

总结了人类英雄的人生历程：“英雄是

那些能够了解，接受进而克服自己命

运挑战的人。”他的研究揭示了深藏于

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英雄之梦。此种

英雄梦甚至根植于儿童之中。今年以

来，由陈奕迅演唱的《孤勇者》在小学

生乃至幼儿园孩子中的广泛流行就表

明了这一点。孩子们对歌词的理解虽

还不完整，但“战吗？战啊！以最孤高

的梦……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的呼喊却深深激励了他们，让他们热

血沸腾。猪猪侠正是一个寄托孩子们

英雄梦想的形象。它不像其他动物动

画 IP 形象那样以自由自在的生活为

满足，而是立志做一个超级英雄，用自

己的超能力帮助别人，守护世界。从

《囧囧危机》到《海洋日记》，它在每一

部电影中倾尽全力与恶势力作战。它

的口头禅：“我是不会放弃希望的，我

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怪兽见了就

悲哀的猪猪侠！”不仅表明了他的英雄

情结，也代表了他保护世界的决心。

勇敢保护世界的猪猪侠引导着孩

子们认识自己和世界，也引导着他们

坚持正义善良，建构真善美的价值

观。它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英雄：“当

英雄就是要做好人好事”，“帮助大家，

当个真正的英雄”。它让孩子们了解

什么是成长：当《英雄猪少年》里的少

年猪猪侠刚被五灵锁选中成为五灵

卫，它还一无所长，对自己毫无信心，

是来自未来的猪猪侠向它展示出了自

己未来的力量，也明白了千里之行始

于足下的道理。它让孩子们懂得什么

是正义和坚持，当猪猪侠在保护世界

对抗父亲和顺从父亲放弃世界之间坚

持了保护世界的初心。它也让孩子们

明白什么是亲情与友情，当父亲为救

他而牺牲，当朋友们团结一致对抗恶

势力。

一般的超级英雄电影里的主人公

多是具有超能力的成年人，更多是令

孩子们崇拜，作为孩童形象出现的英

雄猪猪侠则令他们倍感亲切。它带领

孩子们进行的旅程也是轻松有趣的。

恰如它的一大绝招——降龙十巴掌

——戏仿绝技又十分日常，让人轻松

自然。它带领着孩子闯荡过游戏王

国，捍卫过童话世界，上过巨人岛，闯

过恐龙时代。而在《海洋日记》里，它

又带着孩子们下到了中国南海海底。

片中的所有海洋生物都可以在现实中

找到真实存在的生物原型，反派形象

更是被称为“珊瑚杀手”的长棘海星。

而这一次，猪猪侠还常常在关键时刻

死机，增加影片紧张气氛的同时更带

来许多欢笑。

（作者为广州大学副教授、广东省

电影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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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电影专栏

《独行月球》：科幻+？还是喜剧+？

上映不到两周，《七人乐队》的排

片量已经很少了。在看完首映场的当

天，我就有些紧张影片后续的票房。

尽管几位香港影坛重量级的导演都在

尽力宣传，但他们心中应该很清楚，这

并不是一部能够刺激到市场的影片。

《七人乐队》由洪金宝、许鞍华、谭

家明、袁和平、杜琪峰、林岭东、徐克

七位导演共同执导，从 1950 年代开

始，每人抽取一个十年进行创作。在

最初“八部半”的计划里，吴宇森也是

其中一员，但他由于身体原因没有继

续参与，影片也因此空出了他抽到的

1970年代。

七位导演都成长于高度商业化的

香港电影体制之中，这次的短片却都

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轻叙事、重情绪的

道路，这大概与他们的生命阶段有

关。但这同时也对观众提出了要求，

即需要对香港电影有一定的了解或是

观影经验，能够在一个上下文的语境

中去观看。在此一意义上，对票房起

到最大帮助的，可能正是七位导演的

名字。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

可以看到香港电影黄金时期的多位重

要导演一起“团建”，对于喜欢香港电

影 的 观 众 来 说 无 疑 是 一 份 惊 喜 大

礼包。

每部短片都是在片尾处才会揭晓

导演，这为观看电影增加了一层“开盲

盒”的乐趣。洪金宝的自述让作为开

场的《练功》没有了悬念，导演将童年

“元家班”的训练搬上银幕，也让全片

从清晨开始。在香港电影史中，1970

年代出现的喜剧功夫片是重要的一个

类型，往往以顽皮的功夫小子通过拜

师学艺最终惩恶扬善作为叙事线索，

洪金宝为该类型贡献了一批重要作

品。而这部发生在 1950 年代的《练

功》，就像是喜剧功夫片的前传，让观

众跟随人物一起体会到武行的不容

易，也反映出香港电影人的“狮子山精

神”。

《校长》讲述了 1960 年代香港“天

台学校”中校长、王老师与学生之间的

一段师生情谊，也以含蓄隐晦的方式

处理了校长与王老师之间若有若无的

情感。由于吴镇宇从前的电影形象太

过深入人心，看到他出来，总期待会发

生点什么。但影片如水般流淌，只有

生活本身的呈现，没有情绪起伏也没

有冲突。当片尾出现导演名字时，前

面的一切就解释得通了。短片保持了

许鞍华一贯的人文关怀与冲淡平和，

但故事本身历经四十年的跨度，也许

需要更长的体量来填充细节与情感。

《别夜》是争议比较大的作品。

它既是某些观众七部影片中的最佳，

也在另一些观众那里排名垫底。这

与短片的高度风格化有关。时至今

日，这位与许鞍华、徐克同为香港电

影新浪潮领军人物的谭家明依然保

留着新浪潮的做派。这部短片中的

一些构图和机位、鲜艳的色彩，尤其

是大特写的亲热镜头，让人不免想起

他 1982 年拍摄的惊艳之作《烈火青

春》。《别夜》依然延续着谭家明对青

春情爱的表述，只是这次的青春残酷

物语传达得更为隐晦，最后的幽灵之

旅镜头则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

提供了多义性的解读可能。

最擅长动作设计的袁和平没有拍

摄功夫片，而是选择了温情脉脉的亲

情作为主题。《回归》通过热爱传统武

术的爷爷与即将出国的孙女之间带出

了一组矛盾：年迈与年轻、传统与现

代、本土与异国。而亲情与理解最终

弥合了所有的差异，出国的亲人也在

三年后重返家乡，这也在某种程度赋

予了前一个故事美满的结局。值得注

意的是，元华扮演的爷爷在教孙女功

夫时，其中的一个招式也与袁和平执

导的首部影片《蛇形刁手》形成呼应。

杜琪峰的《遍地黄金》是与命题时

代关系最为密切的作品，讲述了三位

香港年轻人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中渴望淘金，却在不确定的变化中犹

豫不决的故事。这一设定与他十年前

导演的《夺命金》有些许相似，但这次

并没有任何暴力，剧情也更为贴近现

实。杜琪峰在这部短片中使用了三段

式的结构，每一段都被安排在具有香

港特色的空间茶餐厅，带来了浓郁的

香港城市生活气息。故事以小见大，

将香港经济发展的起伏与时代中小人

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高度浓缩又完

整生动。

《迷路》是一部非常“不林岭东”的

作品，它的风格与导演的前作相距甚

远，如果不是在七部影片中排序靠后，

观看过程中很难猜出导演是谁。但细

细想来，这又是一部与作者关系最为

密切的短片。作为主演的任达华是林

岭东多部影片的主角也是几十年的好

友，其扮演的角色与林岭东本人性格

高度相似，父亲的扮演者是林岭东的

恩师钟景辉，而儿子则由他的亲生儿

子林宇轩饰演。因此这部遗作有着

“告老还乡”的意味，也透露出导演本

人的倾向：在现代性大都市中陷入迷

途，只有乡间可以收获内心的平静。

从一种时序上来看，这部作品也成为

前几部短片的回应——既是在生命的

意义上完成闭环，也是一条完整的“成

长-离家-回家”之路。

如果说影片在《迷路》那里已经可

以结尾了，徐克的《深度对话》则像是

全片的彩蛋。这部短片架空了时代，

它可以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任意时

刻。通过医生与精神病人之间不断的

反转、套娃式的观看，徐克为观众打造

出一个充满戏谑与荒诞的故事。短片

也涉及了某种关于“元电影”的讨论，

不但试图模糊真实与虚假之间的界

限，也在对话和字幕中直接抛出大量

香港电影人的名字，这也许是一贯反

叛的徐克用自己的方式对香港电影实

现致敬。

罗兰·巴特在《明室》中提到（胶

片）摄影的真谛是为了证明“此曾

在”，即被记录的时光曾经真实在那里

存在过，不容置疑地存在过。胶片本

身的物理属性让时光以确定的方式被

记录下来，胶片因此与真实的时间与

空间达成了同构。我想这也许是杜琪

峰号召以胶片作为拍摄介质的一种直

觉（尽管他本人给出的是另一个理

由），片尾的字幕重新出现了洗印人员

的名单，而乡愁就在卤化银的反应中

显影。

《七人乐队》：乡愁的显影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