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纳兄弟公司与“DC世界”
电影 《海王》 是根据DC漫画改编的。

早在1939年， 漫画被当时的主流媒体认为
是与大众文化价值观念背道而驰的亚文
化， 漫画的消费对象也主要是针对学生群
体和嬉皮士群体。 而漫画改编电影则可追
溯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一些地方院线拍摄
的短片， 作为主流商业片之外的小品在大
银幕上呈现。 受众几乎与漫画一样， 主要
面向低龄观众， 题材也主要局限在超人、
蝙蝠侠、 蜘蛛侠等一类的超级英雄。 漫画
改编电影初期， 其作品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乏善可陈， 制作水平也大多较为粗劣。 直
到1978年才诞生了漫画改编电影的发轫之
作 《超人》， 这部由华纳兄弟出品、 克里
斯托弗里夫出演的真人版 《超人》 一经上
映就引起轰动， 成为影史第一部具有代表
性的超人真人电影。 整个20世纪DC旗下
的 《超人》 和 《蝙蝠侠》 （1989） 两位超
级英雄家喻户晓， 而后来居上的漫威已经
超越了DC当年创造的神话， 漫威系列超
级英雄电影已成为电影市场上不可忽略的
主力， 几乎将漫画改编电影发展到了终极
形态， 但DC电影仍在慢慢发力， 《绿灯
侠 》 （ 2011） 《 超 人 ： 钢 铁 之 躯 》
（2013） 《蝙蝠侠大战超人 ： 正义黎明 》
（2016） 《自杀小队》 （2016） 《正义联
盟》 （2017）， 电影 《海王》 也是如此。

华裔导演温子仁的银幕转型
导演温子仁， 1977年生于马来西亚沙

捞越州首府古晋， 少年时期随父母移居澳
大利亚珀斯， 早期在澳大利亚上大学的时
候主修专业是中国民族划分， 由此， 形成
了他身上混杂着的多种文化特征。 但对于
他的电影创作而言， 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
在他14岁那年父亲去世所造成的沉重打
击， 这是导致他日后专注于恐怖类型电影
创作的直接原因。 温子仁是当今好莱坞拍
摄恐怖片最多产的导演。 他尝试用另类的

方式拍摄电影， 《电锯惊魂》 （2004） 开
启了他恐怖电影之路的大门， 之后相继上
映的 《潜伏》 （2010） 《招魂》 （2013）
票房口碑双丰收， 使其迅速成为现代恐怖
类型电影的领军人物， 无论是血腥暴力的
《电锯惊魂》 还是心理恐惧的 《招魂》， 温
子仁的电影都对观众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同时也重新激发了现代观众对恐怖片的喜
爱与热情。 然而， 温子仁并不满足于拍摄
恐怖类型的电影， 他想成为一名电影导演
而不仅仅是恐怖片导演， 为此， 他将拍摄
恐怖片的经验与对于动作片的想象有机地
结合起来 ， 执导拍摄了 《速度与激情7》
（2015）， 影片以炫酷的飙车和惊险的打
斗、 演员的激情演绎和极速挑战讲述为兄
弟复仇的故事。 这部作品中不仅呈现了速
度与激情 ， 也被温子仁注入了家庭的温
情。 《海王》 中温子仁以他充沛的激情与
无尽的想象， 创造出一个华丽震撼的海底
世界， 并在好莱坞影片中渗入中国文化的
元素。

幻想世界中的超级英雄
英雄崇拜、 英雄情结是一种意识， 属

于人类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人们似乎对于
超级英雄或者是超自然能力的英雄有着独
特而执着的向往和崇拜， 全世界各地的文
化都是如此， 这也是美国式英雄或者超级
英雄系列影片在全球创造票房神话的一个
基本前提。 美国的建国时间迄今只有二百
多年，其文化历史较短，本身并不具有悠久
的英雄文化传统， 但是观众却在好莱坞的
电影中轻易地、 反复地捕捉到美国式英雄
或者超级英雄的形象，其实，美国的英雄文
化是深受古希腊罗马神话和荷马史诗等欧
洲文化的影响。 这些英雄通常都是身怀绝
技、 骁勇善战、 品德高尚、 追求理想， 既
是护佑家人众生、 保护拯救世界的勇士，
也是人们尊敬和爱戴的神， 同时也是成长
中的英雄， 有坎坷情路， 有正邪对立。 因
为没有深厚的历史无尽回味， 因此好莱坞
更钟情于对未来世界、 幻想世界的营造，
而超级英雄也是地道的美国文化的产物。

《海王》 的主人公亚瑟库里， 是一位
拥有半人类 、 半亚特兰蒂斯人血统的男
孩， 母亲亚特兰娜生下他没多久， 就被迫
回到海底国家缔结政治婚姻， 留下亚瑟与
看守灯塔的父亲相依为命， 随着年龄的增
长， 亚瑟逐渐地认识到了他家族血脉的真
谛， 他远超常人的特质也得以发挥， 在海
底王国泽贝尔的公主湄拉的协助下， 亚瑟
找回能统治大海的武器。 这件武器是著名
的希腊神话中海神波塞冬的武器， 能操控

大海力量、 掀起风浪的魔法三叉戟。 并以
亚特兰娜女王嫡长子的身份， 在神力和神
器的助推下， 在正义的支持下， 打败了试
图吞并海底世界 、 毁灭陆地人的胞弟奥
姆， 拯救了世界。 “超级英雄” 海王形象
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 还要归功于英雄独
特的人物造型、 标志性服饰、 武器和动作
等。 饰演亚瑟的杰森·莫玛， 身高193cm，
拥有强健的胸肌， 学海洋生物学出身， 有
着一种好莱坞罕见的独特气质， 这种粗粝
的荒原感与海王形象不谋而合， 片中海王
一头金黄的长发、 结实的肌肉、 满身的纹
身、 金黄的麟衣盔甲、 一身紧身皮裤以及
闪光的三叉戟， 呈现出海王颇具朋克意味
的独特造型。 既然打造的是 “海底王国”，
角色服装需同时体现出漂浮感和金属感，
服装设计需达到美学和力学的统一。

复古与新科技混搭的影像风格
之前观众认为DC电影有些暗黑风格，

但 《海王》 却改变了观众之前的看法。 为
了塑造亚特兰蒂斯水下文明世界， 海底光
线以蓝色和金色为主， 光线是亚特兰蒂斯
战士制服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电影制作
团队想到用 “生物发光” 的创意来照亮深
海。 《海王》 不但拥有由镭射枪和其他超
现代武器带来的科幻元素， 还大篇幅保留
了亚特兰蒂斯各种三叉戟加拳脚式样肉搏
战， 道具大师里奇·德内说： “三叉戟是
我们的圣剑和圣杯， 是整部电影亚瑟和湄
拉一直在寻找的宝物 , 温子仁一直坚持在
三叉戟上增加雕刻文字， 因此我们研究了
大英博物馆收藏品上的古文字， 从中获得
了许多对于亚特兰蒂斯的灵感。” 在设计
师比尔·布雷斯基脑海中的亚特兰蒂斯水
下世界很像古罗马， 因此亚特兰蒂斯水下
世界有着类似古罗马竞技场风格的宏伟建
筑： “如果它还没有灭亡的话， 那里是现
代科技和古代风俗的结合， 还保留着角斗
士的竞技场。 那就是我想象中的亚特兰蒂
斯， 一个未被征服的独立世界， 高度发达
的同时还背负着古老的权力和风俗。” 全
片至少三分之二的场景都处于海底， 这是
最复杂的挑战。 “最后我们采用了来源于
地中海某地的新古典主义文化， 可能是希
腊文化甚至是埃及文化的先驱。 但和它不
同的是我们添加了数字技术的元素。” 我
们可以从好莱坞这部超级英雄作品中， 清
晰地看到古希腊罗马欧洲文化对之的影
响， 将古代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呈现出
《海王》 的影像风格， 这也是其受到影迷
追捧的原因之一。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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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杜剑剑峰峰

创造海底世界的超级英雄
《海王》 是一部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的动作奇幻电影， 由华裔导演温子仁执导， 杰森·莫玛、 艾梅柏·希尔德、 帕特里

克·威尔森联袂主演， 该片于2018年12月7日超前北美两周在中国内地上映， 截至目前， 该片票房已突破17亿元， 持续上映将延
至猪年正月初二。 影片讲述了美国一个灯塔看守人和亚特兰蒂斯女王生下一个男孩亚瑟， 这个拥有半陆地人类、 半海底人类血统
的男孩拥有异于常人的能力。 为了阻止同母异父的弟弟奥姆的统治野心和海陆灾难， 在强大的女战士湄拉陪伴和帮助下， 跋山涉
水、 深入海底寻找传说中的三叉戟， 为了陆地和海洋的和平， 历经磨难与战斗， 最终成为海王， 成为真正的英雄。

海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