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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变形金刚》在中
国上映，中国元素为零。2009 年 ,

《变形金刚 2》中有一个中国的广
告植入。到了《变形金刚 3》，导
演迈克尔·贝首次携主演来华。
到了《变 4》，6 名中国演员加盟，
5 个中国取景地，11个中国广告，
中国元素贯穿 60 分钟……这部
被称为“中国特供电影”的大片
上映第一日就突破亿元票房大
关，而且总票房已超《阿凡达》，
创中国影史票房新高。

为什么中国观众会这么青睐
《变4》？“本来就是变形金刚迷。”
“有这么多中国广告与机器人合

作，所以好奇是什么效果。”7月
6日下午，记者在长沙横店王府井
影城售票大厅，采访了数十位排
队买票观众，发现大多数人都在
等《变 4》的场次。“早上开票就
有人来订票了，最近一周都如此。”
售票台里工作人员边忙边说。

《变 4》里怎么会出现这么
多的中国元素？7月3日，《变 4》
中国联合制片人梁龙飞豪气地告
诉我们：“不是我们选择了《变形
金刚 4》，而是《变形金刚 4》选
择了我们！”梁龙飞透露，这部
有 1/3 中国元素的好莱坞大片，
其发生在中国的故事，都是由他

“亲自操刀”剧本创作，虽然是
协拍，但是却有着合拍片的质量
要求。对于剧情、故事的把控也
更贴近于内地观众易于接受的范
畴。

相比当年《钢铁侠 3》为了那
多出的 3 分钟中国戏而受尽压力,

《变 4》因中国元素植入所得到的
媒体反映却几乎都是正面的，普
通观众同样持宽容态度——虽然
植入广告多了难免有违和感，但
至少咱们这回总算在全世界人民
面前“长脸”了。连电影圈内人
都说：“《变形金刚 4》就像是入
赘中国，还没有一点水土不服。”

现在好莱坞大片越来越多地
出现中国面孔、中国品牌、中国
文化，它是一种机制的进步和成
熟，但也经常不能免俗地贴上“中
国特供版”、“打酱油”、“刺眼、
粗暴”的标签。

著名影评人“哈迷疯子”直言，
《变 4》中国内地票房火爆背后暴
露出中国电影市场以及中国观众
的诸多问题，“《变 4》在烂番茄、
媒体综评的口碑反馈并不理想，
北美票房最终也难超前作，影片
却在中国内地展现了雷霆万钧之
势，狂破多项票房纪录。这种火
爆局面反映出的问题也很多，最
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观众容易被
好莱坞化。”回头看《变形金刚》

系列前三部中国票房，几乎是“跨
越式”增长，观众的疯狂追捧，
让《变形金刚》在中国成为现象
级大片。“哈迷疯子”认为：“《变 4》
对中国观众缺乏诚意。我觉得中
国观众应该试着摆脱好莱坞化，
中国电影人也要更加努力，拍出
更多类型，能够打动内心，让人
心悦诚服的优质电影。”

一部大片的续集事前料想到
会火，但为什么能这么火？这也
是这几天影院经理们互相询问
最多的问题。对此，卢米埃影业
有限公司总裁胡其鸣认为答案很
简单：中国市场这些年来已经培
养出了一大批只看美国大片的观
众。他最大的担心是，这种高投

入高技术的大片，国产片一时半
会儿根本赶不上！因此，他感叹：

“以票房为导向引进美国影片的
做法，实际上是中国电影在自掘
坟墓。”

2017 年，中美或将重新谈
判进口片配额，各方预测：进口
片配额会在 34 部的基础上进一
步大幅提高。电影局局长张宏森
说，现在美国六大制片公司都在
增强中国元素，在营销方面也都
更加注重中国 ,“如果美国电影无
节制地进入中国，中国电影产业
会出现严重后果”。由此看来，中
国观众如果太容易被好莱坞所控
制，那么咱们就更难看到短小精
致的国产电影佳品了。

观众对于在好莱坞大片里看
到中国元素日渐欣喜，连《好莱
坞报道者》都发文称 ,《变 4》竭
尽全力地讨好中国观众，让中国
观众很好地与影片产生了共鸣。
言下之意，中国元素是中国票房
飙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梁龙飞感
叹：《变 4》导演迈克尔·贝当然
知道让片中角色在美国得州刷中
国银行卡是很奇怪的事，但问题
是，片方认定只要在中国市场获
得成功，影片贵达 2 亿美元的制
作成本便再无收不回之虞。

近几年来，好莱坞的中国元

素呈现出爆发的趋势，几部大热
的好莱坞电影，如《环形使者》、

《功夫熊猫》、《2012》、《黑暗骑
士》，甚至华纳与宝莱坞合拍的

《月光集市到中国》，不仅都出现
了中国元素，甚至将中国元素作
为卖点。

“外国大片越来越多中国元
素的一个最显著的原因是中国电
影票房收入以每年35% 的速度增
长。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
电影市场，超过日本。对这些大
片来说，70% 的市场在海外，中
国市场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 3D

和 Imax 影片。”北京大学影视艺
术系教授李道新介绍，“如果本
来的片中存在一些可能惹恼中国
观众的内容，有些制片方考虑中
国市场会主动删掉。”

梁龙飞透露：“在《变 4》成
功后，海外的电影机构和内地的
合作伙伴纷至沓来，《阿凡达 2》、

《变形金刚 5》、《特种部队 3》，
这些项目似乎已经开始向我们靠
近。”看来，如今好莱坞电影人
们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影片加
入中国味道，最终卖相应该都不
会太差！

是祸是福？好莱坞“中国特供电影”
讨好你来了

好莱坞大片每赚 3 分钱，就有 1 分钱来自中国人的腰包——

今 日 女
报 / 凤风讯（记

者陈寒冰）王雷、
贾青主演的抗日传奇大剧

《东江英雄刘黑仔》正在湖南、
上海等多地热播。不同于大多
数抗日剧，该剧讲述了另类“城
市游击战”的故事。剧中不但
服装造型特别，且复古的年代
感中透着时尚味道，让观众大
叹：抗日剧如今变潮剧了？

《东江英雄刘黑仔》取材于
抗战时期广东、香港一带东江
纵队的真实历史故事，以逼真
的战争场面和枪战特效，再现
了抗日英雄“刘黑”的传奇事
迹。该剧在服装造型上颇为不
同，在贴近时代基础上，在细
节上做了不少更体现时代潮流
的改良，使得男女演员们的造
型都“潮范”十足。7月 5日，
该剧的出品人兼编剧汪海林解
释：“这次不同于以往大视野的

战争场面，‘城市游击’这种在
街道楼宇间展开的巷战场面更
加激烈、残酷。而为了让角色
更具真实性和可看性，我们特
意请来造型师，根据当时场景
特别增加一些时尚元素，制作
了新颖的造型，才让观众眼前
一亮。”同时，汪海林透露，因
动作戏是导演谭俏最擅长的领
域，所以此片打戏、枪战戏“很
过瘾”，“好多戏分都是‘来真
的’，才能更好拍出热血和激情
的枪战戏。”

《变 4》就是入赘中国

原来，好莱坞逐渐依赖中国

咱们别太容易被好莱坞控制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张璇）7月 8日，由奥斯卡影帝
罗伯特·雷德福自导自演的年
度政治惊悚大片《无处可逃》在
全国上映，这部汇集众多好莱坞

“大咖”的影片，欲在暑假档里
与《变形金刚 4》来一场正面对
抗。

《无处可逃》根据尼尔·戈
登同名小说改编，导演罗伯特
·雷德福饰演极左翼组织“地
下气象员”的成员，而他表面
身份是一位人权律师。当希亚
·拉博夫饰演的年轻记者揭发

其真实身份时，他不得不踏上
逃亡之旅。7 年后再度自导自演
的罗伯特·雷德福，单是奥斯
卡金像奖就获得两次奖项、三
次提名，金球奖获得 6 次奖项、
4 次提名。而希亚·拉博夫，这
位在《变形金刚》中就被大众
熟知的后起之秀也在片中有上
佳表现。面对火爆暑期档，汇
集了众多好莱坞“大咖”后，导
演底气十足地表示：“因为我们
有更好的故事，所以我们敢在
这个夏天和《变形金刚 4》正面
较量一番！”

“大咖”云集，
可能打得“变形金刚”“无处可逃”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张璇）前一晚还在《爸爸去哪
儿 2》里和儿子大秀父爱，随后
就向大家喊话：“有个女儿好贴
心！”酷爸吴镇宇不改“调皮”
本性。7月6日，3D 惊悚悬疑片

《京城 81号》在北京举行了“尘
封开启”发布会，导演叶伟民、
编剧文隽携吴镇宇等主创悉数
出席。吴镇宇最近父爱爆发，
与片中饰演“鬼胎”的小演员王
瑗互动上演了一场“父女”好戏。

电 影《 京 城 81 号》 号 称
2014 年的“惊悚片三架马车之
一”，讲述京城八大胡同头牌陆
蝶玉（林心如饰）被骗与“京城
81号”老宅中的霍家三少爷霍连
平（李菁饰）冥婚之后，遭遇的
一系列诡异事件的故事。吴镇宇
在片中饰演当家人，在发布会现
场看到饰演“鬼胎”的小演员王
瑗时，竟然忍不住父爱爆发，不

仅全程抱着小王瑗，更十分有耐
心地向她提问。吴镇宇透露：“这
个角色不好找，因为是个‘鬼胎’
角色，后来文隽说‘我来，我家
有个小女儿’。”当被问到为什么
会答应出演“鬼胎”角色时，害
羞的王瑗不敢说话，吴镇宇见状
笑问她：“是因为爸爸是监制所
以必须来演，还是因为有吴镇宇
才决定来演的？”他对王瑗的演
技赞不绝口，“有的女孩是用来
吸引眼球的，有的女孩是撞到人
心里面，用来感动观众的，她就
属于第二种。”

《京城 81号》让吴镇宇父爱爆棚

影视空间 >>

抗日剧《东江英雄
刘黑仔》变潮剧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寒冰
《变形金刚 4：绝迹重生》（以下

简称《变 4》）上映 10 天，14 亿票房，
250 小时超越当年的《阿凡达》，中
国影迷又一次刷新了好莱坞大片票房
收益。

似乎从《功夫熊猫》等影片开始，
中国元素已成为好莱坞大片必备佐
料，但凡有“中国”元素的影片，票
房便节节攀升，导致如今好莱坞超
级大片每赚 3 分钱，便差不多有 1
分钱来自中国人的腰包。

可越来越多的好莱坞电影为中
国元素而刻意改变剧本，这种一副“讨
好中国人”模样的好莱坞电影对中国
电影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