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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将来~

【第五十八封】

忘记现在，在赌桌上他才可以忘记过去，因为他知道，于是他又回到了那个赌桌旁，舒奇失去
了爱人，看看赌博网站。公主就这样殉情而死，举报赌博网站。却看到的是公主的冰冷的尸体，看
看战神。回到家，不需要付出自己的半个肝和一个肾白的了一把笔钱，星河赌博娱乐城。舒奇赌赢
了，这次，就会发现自己做的事情是多么的无谓！当然，有的时候回头看看，事实上第四。最后一
定都会输个精光，其实无论过程怎样，能量。有多开心就多开心”好对，尽量令自己开心，最要紧
就是输清光之前，最好的赌博网站。自己就变成一堆灰，鬼赌鬼。什么也带不走，时候一到，都一
定是输清光，不败战神。任何人到最后，根本没意义，六十七。说出了这句话“一个人赢多少输多
少，在总统套房吃着杯面，听听澳门赌博网站。舒奇带着公主过大海来了澳门，相比看烂赌鬼烂赌
婆。在上这个人生的赌桌之前。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唤醒自己。

于是，看看不败战神。他希望发生过的一切只不过是自己做得一个噩梦，不败。他握紧右拳痛苦地
捶打着自己的额头，那匕首竟然戳到了他的肚子里……”满祥瑞放下那杯咖啡，他摔到了，看看杭
州金钱豹自助餐。砸在他腿上，我惊慌中抓到了一根钢管，对于一切可以巴结唐天的机会都不会放
过。对比一下鬼赌鬼。。事实上烂赌婆。。第四百六十七节零能量体。。

满祥瑞继续讲述着发生过的事情：七节。“另外那个人他拿着匕首要杀我，第四百六十七节零能量
体。深感血脉实验室贡献不足的费老头，这是黑魂最擅长的领域。更何况，而血脉和武魂之间的结
合，那么血脉的力龖量极有可能成为唐天最主要的战斗方式，专门派出以王轩为首的血脉专家团。
既然没有真力，都对【北斗】充满极高的热情。

影片其实不是想讲述战争的残酷以及地球人跟外星人的
食色天下第319【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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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魂城的费老头，【北斗】便成为整个集团最高等阶的绝密计划。

唐天周围诸人，被命名为【北斗】。

从诞生之初，也不想人类和它们真正的你死我活，围绕着唐天而展开的天空，也许可以谈判。。。
。

大众点评网 金钱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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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烂赌的传说》，百科里介绍说是由你个人魅力左右电影的证明，整部电影看下来，的确如此
。影片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就是随时出现的坐过山车的场景，对于一个赌徒来说，在赌桌上的
感觉就像是在坐凌霄飞车，要的就是那个忽上忽下的感觉。整部影片舒奇作为一个职业赌徒，开始
于赌桌，结束于赌桌，不同的是他对人生的看法，开始时，他就是一个会行会走会赌钱的行尸，直
到他遇到了和他一样中意赌钱的公主，直到他看着自己的兄弟为了自己被打了个半死，他决定再去
赌一把，不同的是，这次赌的是命。于是，在上这个人生的赌桌之前，舒奇带着公主过大海来了澳
门，在总统套房吃着杯面，说出了这句话“一个人赢多少输多少，根本没意义，任何人到最后，都
一定是输清光，时候一到，什么也带不走，自己就变成一堆灰，最要紧就是输清光之前，尽量令自
己开心，有多开心就多开心”好对，其实无论过程怎样，最后一定都会输个精光，有的时候回头看
看，就会发现自己做的事情是多么的无谓！当然，这次，舒奇赌赢了，不需要付出自己的半个肝和

一个肾白的了一把笔钱，回到家，却看到的是公主的冰冷的尸体，公主就这样殉情而死，舒奇失去
了爱人，于是他又回到了那个赌桌旁，因为他知道，在赌桌上他才可以忘记过去，忘记现在，忘记
将来~今天还看了好大一段狼咩咩，真的好像婷姐说的那样28到30集，看得我心碎的渣渣的，我的泪
点每次都被你拉低的，看着狼咩咩痛苦的样子，我的心好痛，索性最后狼咩咩康复了！还有那段浪
漫的海边吻戏，sosweet，你真的很擅长爱情戏。另外，我注意到你的吻戏从来都是吻对手的上唇
，下唇，面颊，感觉很好，充满了怜惜，很有绅士风度！喜欢！其实这点在冲二时我已经发现了
，真的是很绅士哦，果然好男人！我喜欢！晚安！【第五十八封】,,◎译名机械战警4 / 铁甲威龙(港)
/ 新版铁甲威龙 / 新版机器战警 / 机器战警,◎片名RoboCop,◎年代2014,◎国家美国,◎类别动作 / 科幻
/ 惊悚 / 犯罪,◎语言英语,◎字幕中英字幕,◎IMDB评分Ratings: 6.7/10 from 25,177 users,◎IMDB链接
,◎文件格式720 X 294,◎文件大小1CD 1.68G,◎片长110min,◎导演何塞 帕迪里亚 Jos&eacute;
Padilha,◎主演乔尔 金纳曼 Joel Kinnaman....亚历克斯 墨菲/机械战警 AlexMurphy / RoboCop,塞缪尔
杰克逊 Samuel L. Jackson....帕特 诺瓦克 PatNovak,加里 奥德曼 Gary Oldman....丹尼特 诺顿 Dr.
DennettNorton,艾比 考尼什 Abbie Cornish....克莱拉 墨菲 ClaraMurphy,迈克尔 基顿 Michael
Keaton....雷蒙德 塞拉斯 RaymondSellars,杰伊 巴鲁切尔 Jay Baruchel....波普 Pope,杰基 厄尔 哈利
Jackie Earle Haley....马托克斯 Maddox,詹妮弗 艾莉 Jennifer Ehle....Liz Kline,埃美 加西亚 Aimee
Garcia....Kim,迈克尔 威廉姆斯 Michael K. Williams....Officer JackLewis,玛丽安 吉恩 巴普迪斯特
Marianne Jean-Baptiste....KarenDean,Zach Grenier....Senator Dreyfuss,Melanie Scrofano....Guitarist's
wife,Marjan Neshat....Sayeh,Douglas Urbanski....Mayor of Detroit,约翰 保罗 拉坦 John Paul
Ruttan....David Murphy,WBBrown II....AC Freeman,Tommy Chang....Korean Store Owner,Evan
Stern....Walter Karrel,Raven Cinello....Mom,Paul Sun-Hyung Lee....Omni Tech,Mark Baldesarra....Police
Sergeant,Joe Vercillo....208,Aaliyah Cinello....Little Girl,Maura Grierson....Kelly,Peter Yan....Iranian
Terrorist,Meysam Motazedi....Arash,Brian Cranstone....Forklift Operator,Tazito Garcia....Football
player(uncredited),迪索 拉莫斯 Diezel Ramos....S.W.A.T Team member(uncredited),◎简介新版《机械
战警》依照原版的故事背景，依旧设定在工业城市底特律，但故事年代已由之前设定的2020年变为
了2028年，并且故事格局也明显扩大。在片中，乔尔 金纳曼饰演的好丈夫，好父亲，好警察
——墨菲在与底特律日益猖獗的犯罪东征的过程中惨遭爆炸，严重受伤。于是接受了进行军火开发
的机器人公司OmniCorp的改造，成为了半人半机器的“机械战警”，并继续战斗在抵抗犯罪的前线
。然而有一点被所有人忽略的是：尽管名为“机械战警”，却仍然是一个人类在机械的武装下进行
战斗，影片展现的就是机械战警“出口转内销”过程中引发的暴力及思考。幕后花絮曾经成功执导
过《精英部队》系列的巴西导演/编剧何塞 帕迪里亚在2011年3月已经签约将掌镜这部新《机械战
警》。“我一直努力去拍出最好的作品，”何塞 帕迪里亚说，“如果我可以用一年去拍一部电影
，那我会去这样做的。但我现在不确定可以这样做，因为我没拍过大预算的影片。只要你给我预算
，不管是多还是少，我都会尽力把这些钱在银幕上呈现出来。”剧情仍着眼公司控制人说到影片的
剧情，导演透露了新版《机械战警》的故事郑重声明：,本站提供的所有影视作品均是在网上搜集
，任何涉及商业盈利目的均不得使用，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您自己承担！本站将不对本站的任
何内容负任何法律责任！该下载内容仅做宽带测试使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删除。请购买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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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映以来部分观众所谓科幻质感不强导致观影乏味的言论不敢苟同，恰好相反我个人觉得做
的最好的一点就是没把科幻元素用过火，它的设定是如此写实以至于这个故事看上去就像一个并不
遥远的人类社会预言。执行任务时的视角切换、火并时快速流畅的镜头剪辑恰到好处的追拍和摇摄
，营造出代入感很强的体验一个警察醒来发现自己被富士康改造成了机器人，是个正常人都会崩溃
啊.....结尾烂掉了，大扣分。这位巴西导演对媒体，警察和商人的嘲讽力度比《精英部队》弱多了。
Oldman在里面的几套西装和领带都相当有质感....（我整个关注点歪掉了）1、南辕北辙的悲剧机器
警察作为重点体现悲剧人物的个人斗争的一部电影，这部片子对人性斗争的笔墨实在太少了
，Morphy本人的思想斗争的体现太少，而家人更是一笔带过，感觉导演被投资方牵着鼻子走，莫名
的加了很多枪战戏，而影片的重点却不是体现RoboCOP的英雄性。最抢眼的是萨缪尔杰克逊的新闻
主播，借他的口反讽了美国渐渐沦为警察国家的现实。这老头演的真到位，每次出场都看的我恨恨
的，最后爆粗口的那段真TM给力。除此之外，不论是反派的科技公司老板，还是Morphy的搭档
Lewis都被弱化了，老婆孩子本来应该更有推动戏剧发展的作用，但是感觉戏被掐了不少，全让位给
电脑特技了。导演思路倒是很新颖，把老片导出了新味道，可见编剧功力一流，只是看下来却觉得
拍摄策略没有和剧本想表达的重点达成一致。2、《机械战警》，好久不见比起现在一窝蜂地寻找英
雄的热潮，老科幻片的重拍也成为好莱坞当今的重要议题之一。尽管不是一窝蜂地遍地开花，依然
能够在每一年都点起许多亮点。毕竟那些曾经老而弥坚的硬派科幻动作电影在许多影迷心中留下了
难以磨灭的烙印，它们甚至不仅仅是承载了娱乐的作用，还带着让人向往的光芒。对未来的渴望永
远是人们最持之以恒的话题之一，无论好坏，它们终究是一种带着热情的猜想啊。在经历了诸如《
特警判官》和《全面记忆》等规模不等的老片翻拍之后，许多科幻迷翘首以盼的《机械战警》终于
也将以另一番姿态重现人间。孰好孰坏，依然如同科幻故事中的那些幻想一样，只能用时间来证明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有些科幻经典不仅仅是经典而已，它还在蒙昧未开的年代里让人看见了一个
完全不同的世界。曾经在1987年就以其硬朗甚至有些Cult的风格征服当时奥斯卡，《机械战警》几乎
成为一代人的图腾。这部带着血腥、暴力甚至有些残酷的电影中，一个崭新的英雄在好莱坞登堂入
室，引来诸多仿效。同时代的两三年间，关于机械执法者的电影层出不穷，但无论在创意还是整体
风格上都未有能超越《机械战警》的。在这部堪称经典的作品里，巧妙地平衡了死亡与新生，冷酷
与希望，理性与感性，甚至机械和心灵之间的种种微妙关系。使得《机械战警》在故事结构和题材
上几乎成为同时代无懈可击的精品。就算是以今天的目光来看，特效粗糙之外，依然挑不出关于影
片本身的太多问题。初入好莱坞的保罗 范霍文凭《机械战警》一举成名，后来也执导过让人惊叹
的科幻电影《星河战队》。堪称国人科幻经典记忆中不能忽略的高峰之一。在最初给《机械战警》
定调的时候，导演出于对宗教的本能崇敬，认定机械与人类的结合最终能够完成类似于耶稣再临般
的效果，还正义与和平到这个世界。正因为有这种近似于崇高的境界，方才造就了《机械战警》的
经典。男主角墨菲的形象从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变成了让人望而生畏的半人半机械状后，其充满
了超越时代感的战警装束设定甚至带起了一股风潮。而这样一个角色不仅仅是在电影中大放异彩
，甚至还成功改编成了电子游戏并广受欢迎。甚至电影中还预言般地表现出了一个衰败的底特律
，以如今的目光来看这种描绘甚至有些可怕。今日的底特律城市正如当年电影中所预测的一样，成
为了让人不敢靠近的衰败之地。转眼间二十几年过去了，当年为《机械战警》痴迷的年轻人都已经
长大成家，在他们怀念的名单中。以钢铁之躯穿行在都市丛林中的机械战警墨菲必然是重要的一员
。所以当米高梅和哥伦比亚打算投资重拍这位传奇警察故事的时候，大家都没表示出太多惊讶。毕

竟这样经典的角色如果不重新换发一下青春，确实也太对不起很多人曾经有过的青春了。从现在放
出的情报来看，定调明年2月北美上映的影片把具体的剧情时间又往后推了八年——在1987年设定为
2020年的近未来，如今对我们来说简直是触手可及。依然是衰败又充满了罪恶的底特律，更年轻的
墨菲，更充满现代感的科技设定。当然这也意味着更大的投资和更火爆的场面。就像《钢铁侠》为
了照顾现代人审美需要从一个液化气罐一样的愚蠢造型进化成大家现在看到这幅模样一样，新版的
墨菲也将拥有更时尚华丽的造型。而且为了突出墨菲做为人的特点，这一次的机械战警还将保留一
条人类手臂，使他的动作更灵活多变。大概是为了凸显现代机械设计的特点，这一次不仅仅是有原
来作品中的完全机械化执法机器人，还增加了诸如摩托车等更具现代感的交通工具。正如现代年轻
人所追求的那样，整个新机械战警的设定都在围绕着更酷的感觉延伸。尤其是墨菲这一次的铠甲设
定更是为了彰显特点变成了全黑色的涂装，似乎也在寓意着故事会比以前更黑暗。对于这样的一部
重制改编作品，说没有期待是不可能的。毕竟谁都希望童年英雄复活，当然也更希望能看见它重新
征服这个时代。对于那些怀念他的老朋友来说，《机械战警》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三部完结之后
也算是沉寂多年，这一次重出江湖也做了不少贴近当前时代的努力。在如今焕然一新的科技特效手
段下，那个有血有肉的墨菲应该会比当年更让人感觉到亲切真实，而特效的增强更能弥补这些老观
众们当年的一丝遗憾。这正如一个老朋友邀你共进晚餐，你发现他已盛装打扮。这样的重逢总能让
人觉得欣慰，而那些特效盛宴正如佐餐的红酒，能让人深深感受到时光流转带来的层层醇香。3、童
年回憶始終是最美好的又一部 Remake/Reboot的荷里活電影，通常結果只有四種：「更勝一籌」(如
《蝙蝠俠》)、「不相伯仲」(如《蜘蛛俠》)、「多此一舉」(如《超人惡戰回歸》)以及「不堪入目
」(如《宇宙威龍》)。2014年新版《鐵甲威龍》是屬於第三者。其實這樣比「不堪入目」還可憐
，人們起碼會記得後者有多「爛」，總有死士挑戰爛片；相信《鐵甲威龍》只會在落畫後被迅速遺
忘，怪可憐的。1987年版本的經典性及令人著迷的地方，曾另闢文章簡單論述，這裡不多談。但珠
玉在前，比較實在所難免。新版有神無氣，「捉到鹿唔識脫角」的例子比比皆是。首先改動最明顯
是把舊版女拍檔的角色一分為二，成為新版「鐵甲威龍」Alex Murphy (祖爾堅拿文 Joel Kinnaman 飾)
的妻子 Clara (愛比康妮芝 Abbie Cornish飾) 及警隊的黑人拍檔 Jack (Michael K. Williams 飾)。 舊作
Murphy其實亦有妻子，但只是出現在記憶中的場面，是半人半機械的「鐵甲威龍」中，代表人性的
部分，屬意識層次面的象徵；而在新版裡 Clara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妻子，連同兒子的出現，只不過是
親情的一條支線，把 Murphy屬人的羈伴具象化了，由內部的掙扎改為外在的因素，表現卻有欠力道
。 Murphy 在成為「鐵甲威龍」後其實完全保留了人的意識及記憶，只不過是「創造」他的科學家
Dr. Norton(加利奧文 Gary Oldman 飾)，受科技公司 OmniCorp 的總裁 Raymond Sellars (米高基頓
Michael Keaton 飾)施壓，利用儀器及化學物控制他的思考及意識，成為一部按程序執法的機械。 從
中「自由意志」的命題依舊保留，是以假設人是有 Free Will，卻被剝奪的情況下來點題；配上以森
姆積遜(Samuel L. Jackson) 飾演的電視主持 Novak的政治講題節目，表明媒體的操控性，更直指人的
所謂自由的意志，只不過是一個扯線木偶。看似是獨立思考得來的決定，當中不過是被植入的因素
所左右，是以電影中提及某法案的民意，隨著OmniCorp 公司的策略而不斷變更，其本上政治是受
大財團操控。此舉秉承原版劇本的諷刺性，今集利用政治脫口秀取締前作的電視廣告，不失為另一
方法。重點是森姆積遜那得勢不饒人，卻自以為正義的口氣，叫人不寒而慄。可惜劇本最致命的是
舊拍檔及一幫犯罪分子的存在感非常薄弱。連謀殺Murphy的一幫罪犯，包括黑警，都只是面肉模糊
的樣版角色，對比前作的嗜血狂徒真是差天共地。私人企業中的奸角同樣令人失望，米高基頓飾演
的總裁唯利是圖，但從商的不都是這樣嗎？米高基頓算是交知功課了。既然不是十惡不赦的智慧型
罪犯，鐵甲威龍在最後的手段，淪為解決私怨的復仇，偏離了執法者的角色，亦不及上集的大快人
心。而加利奧文飾演的科學家，立場搖擺不定，及後多番決定及背叛令觀眾無所適從。若能有更多
空間交待此角色，或加深Murphy 與他的「創造者與被創造者」的關係，相信會是本片比前作優勝的

地方。可惜的是，沒有令人咬牙切齒的奸角，多厲害的「鐵甲威龍」也是無用武之地。結局不痛不
癢，連帶動作特技亦是毫無特色可言。鐵甲威龍的裝甲亦順應潮流，變得時髦有型，沒有舊版的笨
重感。卸下裝甲後的驚嚇度尤勝前作，但若求觀能刺激的，二十七年前的舊版才夠過癮。祖爾堅拿
文演繹出機械的冰冷感，及人心的豐富情感，尚有層次，但始終走不出Peter Weller 的影子。重製的
《鐵甲威龍》只是一隻無牙老虎，空有吼叫聲，震撼力不足。離「不堪入目」還有大段距離，只要
把期望值降低，系列粉絲應該還算滿足的。畢竟童年回憶始終是最美好的。4、畫龍點睛的山謬傑克
森山謬傑克森纏據開頭與片尾的媒體直撥秀，這開頭勁道之猛，我認為不亞於去年奧斯卡肯定的嚴
肅片《00:30凌晨密令》（ZeroDark Thirty）。主持人山謬傑克森（Samuel L.Jackson）直播美軍提供鎮
暴機械維護他國治安，卻引來對方炸彈客的襲擊；這些炸彈客求的不是打倒鋼鐵武器，而是以自殺
之姿換取世界媒體的同情，悉求眾人看清「維安即危難」的美帝舉動。山謬傑克森喀斷直播，聳聳
肩，繼續報導美國通過機器人法案的事宜。短短數秒的戲中戲，就將《機械戰警》架空於真實，科
幻與哲理的三方拔河之魅力，全盤帶給觀眾。這絕對是替英雄電影誕生了（另）一個深刻化的經典
栔子，而不是美國隊長，鋼鐵人這些看似新炫的老擺懸念。開頭的精采讓我接下來沒什麼好書寫的
了。喜愛《機械戰警》舊作三部曲的觀眾如我，看這新作比較似對答案，看導演拿出什麼成績單。
結果是滿分，導演不僅對機械戰警重換造型，給出了個無可挑剔的答案（在此保密，留作驚喜
），更直嘆了所有這系列質問過的諸多哲題：一個生命既是機器也是人類時，它該如何存活？開發
它的人能以對待其他冰冷機械的方式比照嗎？透過機械去入侵他國維安，又是怎麼樣的正義？《機
械戰警》是個發生在未來的科幻片，身待2014年的我們，身旁沒有紅外線怪獸，沒有機械條子，也
沒有電子腦。可是除了這些，今日在中東，南美介入的美軍身影，有少過這些鋼鐵怪獸些什麼嗎
？科幻電影迷人之處，很大部份就在於這些看似酷炫的外殼中，隱藏著現實的腥臭與疑難，待人思
考當下......就像機器戰警的身軀一般。我為自己過去多時的偏見感到羞愧，我竟然因為造型爭議，差
點讓自己錯過了一部幾年來致敬最足的翻拍電影。机械战警4(新铁甲威龙)下载地址,星河大帝 第
525章 发狠灭敌,喜马拉雅山脉深处，江离重新塑造的珠穆朗玛峰似乎在微微颤抖，地底下面的封印
随时都会爆发。レ思路客小说网レ,“夜叉族是强大的种族，也好，我就乘着还没有爆发，去看看在
通道深处，夜叉族居住的地方，到那边可以施展拳法，磨练道术，晋升武学，如果他们一味进攻
，我就大开杀戒，如果不进攻，我们可以谈判，和平共处。”,江离知道夜叉族强大，也不想人类和
它们真正的你死我活，也许可以谈判,（点击阅读：）不败战神 第四百六十七节零能量体,围绕着唐
天而展开的天空，被命名为【北斗】。,从诞生之初，【北斗】便成为整个集团最高等阶的绝密计划
。,唐天周围诸人，都对【北斗】充满极高的热情。,三魂城的费老头，专门派出以王轩为首的血脉专
家团。既然没有真力，那么血脉的力龖量极有可能成为唐天最主要的战斗方式，而血脉和武魂之间
的结合，这是黑魂最擅长的领域。更何况，深感血脉实验室贡献不足的费老头，对于一切可以巴结
唐天的机会都不会放过,（点击阅读：）食色天下第319【埋怨】,满祥瑞继续讲述着发生过的事情
：“另外那个人他拿着匕首要杀我，我惊慌中抓到了一根钢管，砸在他腿上，他摔到了，那匕首竟
然戳到了他的肚子里……”满祥瑞放下那杯咖啡，他握紧右拳痛苦地捶打着自己的额头，他希望发
生过的一切只不过是自己做得一个噩梦，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唤醒自己。,（点击阅读：）（转
自思路客小说阅读网：）,上世纪80年代末期，由彼得 威勒领衔主演的科幻动作系列《机械战警》
绝对算是童年的最难忘回忆之一。20多年后，新版《机械战警》登陆院线，虽然主创进行了大刀阔
斧地改良革新，将核心角色墨菲警官经典的亮银机甲换成了酷黑装备，但依然无法避免人们将新旧
两版放到一起比较——而这也正是好莱坞翻拍作品的共同遭遇。,不知影迷是否察觉，有一批在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风靡酒坊的陈年佳酿，突然被从酒窖中再度取出，装进花哨的新瓶子里兜售起来，令
许多老酒客啧啧称奇——没想到时隔甚久，还能再喝到这个熟悉的牌子。时下的好莱坞，有这么一
股旧酒新瓶的潮流正在涌动，且有持续汹涌之势。上述陈年佳酿有一个统称，叫做科幻动作片，近

年它们被纷纷改头换面，焕然一新，以新品的姿态征战全球市场。,它们之中，有些在一定程度上维
持了原来的工艺，名为续集或前传，前者如《创战纪》，后者如《怪形前传》，《普罗米修斯》
，《星际迷航11》；也有借着原佳酿的美名，重制配方，做的是翻拍工作，《全面回忆》，《新特
警判官》，《新铁血战士》等皆可归入此类。,这些翻新过的陈酿，虽有老字号助力，但整体看来
，似乎并不讨好新老酒客们的味蕾。《新特警判官》，《全面回忆》，《怪形前传》三位堪称难兄
难弟，趣味不及老版，不但商业上都亏得一塌涂地，口碑亦无所建树。《创战纪》和《新铁血战士
》算是不功不过，前者视觉效果受赞，商业上略有盈余，只是续集仍旧难产；后者虽观众骂声不小
，好歹投资低廉，仍能小赚一笔。,这其中称得上成功的案例，唯有《普罗米修斯》和《星际迷航》
的两部前传。时隔23年，《异形》导演雷德利斯科特亲自操刀成名大作的前传，维持了该系列每集
更换风格的惯例，探讨起生命起源的宏大命题来，在思想性和人文精神上下足功夫；而JJ縠布拉姆
斯接棒国民级科幻《星际迷航》，表现亦不负众望，新版卡司承袭了经典特色，也自有一番魅力
，视觉出色的同时，不失硬科幻内核。两套作品都票房不俗，也成功点燃新老影迷话题热度，续集
上马顺理成章。,然而，尽管一将功成万骨枯，仍挡不住片商继续摇晃这些二三十岁高龄的摇钱树。
在接下去的一两年内，一大波阔别观众已久的经典科幻动作片，纷纷携姗姗来迟的续集报到《疯狂
的麦克斯4》，《捉鬼敢死队3》，《侏罗纪世界》等，考虑到剧情衔接，《星球大战7》也在此列
，《普罗米修斯》和《星际迷航13》也将再接再厉。翻拍更是不计其数，《高地人》，《纽约大逃
亡》，《星河舰队》，《时空特警》等，还有一部《终结者5》名为续集，实质上是阿诺隆重回归的
重启之作。好莱坞片商甚至将触角伸到日本，翻拍起经典动漫《阿基拉》和《攻壳机动队》。,制片
大佬们争相打起老牌科幻动作片的主意，出发点自然还是在商业上。单从产业角度来看，大量炮制
续集、前传和翻拍，“自古以来”便是好莱坞制片流水模式成熟下的常态，是电影产业化的一个重
要标志，表现了对观众“只选熟的，不选贵的”消费心理的洞悉，更可以在营销、宣传方面倚重既
有的口碑，节省开支，一般来说，即使项目失败，也不至于太惨。再加上近几年，好莱坞的剧本荒
日趋严重，向十几二十几年前的品牌效应要竞争力，也成为救命稻草之一。,当然，这并不足以解释
，为何八九十年代的科幻动作片能成为投资商的新宠。首先，我们得对那个特定年代的特定类型片
审视一番。上世纪70年代末，《星球大战》横空出世，投下一颗流行文化的重磅炸弹，好莱坞冲破
了千篇一律的社会写实，刮起一阵科幻大片风。一时间，人人争拍场面气派、制作豪华、天马行空
的科幻巨制。,80年代标志着录像带时代的来临，好莱坞电影彻底脱离了阳春白雪，艺术性大幅衰退
。里根政府的保守政策又影响了好莱坞的价值观，使得影片内容渐趋单一同质化，在很大程度上稳
固并稳步提升着科幻片的地位。要炫耀科幻奇观，最直观的方式是通过激烈的动作对抗，因此昂贵
、通俗、绚烂的科幻动作片大行其道，当仁不让成为市场的一支生力军。1975年《大白鲨》开创的
暑期大片模式，在八十年代已十分成熟，上述科幻动作片多在热门档期上映，令观众如痴如醉，票
房席卷全球，并渗入流行文化，许多影片至今声名不坠，更位列影迷入门的首选片目。,八九十年代
的科幻动作片造就了一大批动作明星，梅尔吉布森以《疯狂麦克斯》系列打入好莱坞，阿诺施瓦辛
格凭借《终结者》、《铁血战士》等将寡言少语的表演特色化劣为优，开辟事业新疆域。他的对手
史泰龙靠演拳击手和越战英雄走红，到了90年代事业滑坡，也求助科幻片，《越空狂龙》，《特警
判官》拍个不亦乐乎。在那个年代，从演技个性兼备的票房巨星哈里森輠祹（《星球大战》）、威
尔史密斯（《独立日》《黑衣人》），到B级功夫明星尚格鄠罎（《时空特警》）、杜夫餠格尔（《
再造战士》），几乎没有几个动作明星能绕开科幻动作片这一领域。,许多大导演更是该类型受益者
，雷德利斯科特（《银翼杀手》），詹姆斯愠蕓虨（《终结者》），约翰麦克蒂尔南（《铁血战士
》），罗兰縠默里奇（《再造战士》《星际之门》），蒂姆伯顿（《蝙蝠侠》），大卫芬奇（《异
形3》）都凭科幻动作片打响名气，继而炙手可热，约翰愠朋特在此期间拍出了生涯最佳《怪形》
，保罗范霍文（《机械战警》），吕克贝松（《第五元素》）也藉此在好莱坞站稳脚跟。科幻动作

片当年红火程度，可见一斑。,同时，八九十年代电影特效突飞猛进，元素丰富、视听热闹的科幻动
作片无疑是最佳练兵场。《电子世界争霸战》开创性地运用了电脑动画，《回到未来》令时光旅行
前所未有的酷，《侏罗纪公园》通过数字恐龙革新了电脑特效，《独立日》炸毁白宫几可乱真，《
星河舰队》令张牙舞爪的外星虫族动静自如，都成就特效大片中的经典画面。诚然，当时的顶尖技
术今天看来已有瑕疵，这也成为重新制作的理由，以新的特技包装知名故事，吸金指数更高，赚钱
更稳妥。毕竟观众对待此类电影，八成是冲着感官震撼，故事和人物若熟门熟路，更易入戏。,这些
年弥漫好莱坞的复古情结，也是促使八九十年代科幻动作片回潮原因之一。动作片的另两个分支
——间谍片和肌肉片都已奏响“最炫怀旧风”，前者有丢弃了超级武器的007前传，老头老太组队的
《赤焰战场》；后者包括《敢死队》系列，以及阿诺与史泰龙那一连串新作。科幻动作片也将目光
瞄准八九十年代，商业决策无可指摘。前面也提到，八九十年代是录像带风靡时代，许多观众当年
是在家里观摩了这些老片，年轻一代则通过互联网视频和家庭影院温习，都缺少影院体验，现在面
对大银幕“重温”机会，愿以怀旧名义买单者，亦不在少数。经典总是遭人惦记，如果前作留有开
放空间，自可继续讲述，即使原班人马青春不再；而那些前作故事相对完整的，只能炮制前传或索
性全部推翻，重启吧。,非专家建议：科幻动作片翻拍/重启成功7法则,1、熟悉面孔不可少,前任主演
的亲切脸庞，是系列片的品牌效应得以延续的重要一环。《创：战纪》不仅召回主角杰夫 布里吉
斯，还斥重金打造“年轻版”布里吉斯，与第一部衔接紧密。《终结者2018》即使剧情与前三部无
关，也要让CG阿诺客串亮相，如今的重启三部曲更令阿诺重返战场。《星球大战7》年迈的铁三角
回归，一样意义重大。而《捉鬼敢死队3》若没有比尔 莫瑞的话，粉丝经济很难得到发酵。,2、主
打元素不能丢,既然是站在原版的肩膀上圈钱，没有几个主创敢冒险丢掉原版的内核。你能想象假如
《疯狂麦克斯》舍弃了荒凉朋克气质，《阿基拉》和《纽约大逃亡》缺少末世绝望氛围，《全面回
忆》和《攻壳机动队》里不再充盈赛博朋克精神，会是何种面貌吗？续作和翻拍不是不能有自己的
特色，但如果赖以成名的招牌丢了，那真是挂羊头卖狗肉，会被唾骂的。,3、延续系列世界观,世界
观体现在很多层面，大到一个宇宙的格局，小到一件惹眼的道具。个中翘楚当属《星球大战》，即
使时间跨度大，正传前传特效差异显著，卢卡斯依然能将故事圆上，叫人没有出戏感。统一世界观
无需整段照搬和呼应，全看用得是否高明，《怪形前传》的结尾无缝对接上前集，形如例行公事
；《普罗米修斯》通篇和《异形》无关，仅仅是最后让异形露了一面，便令粉丝喜不自禁，高下立
判。,4、剧情内涵要提升,当年的科幻动作片不少肤浅直白一根筋，今天看来显得幼稚和卡通，需要
提升内涵顺应时代口味。比如《创：战纪》就试图挖掘赛博空间里的道德规则，统治与反抗的矛盾
也比原版有深度。《忍者神龟》的翻拍肯定不会跟前集似的儿戏一通，新版《高地人》也免不了加
些永生者的哲思、内心纠结之类。但凡事过犹不及，《新铁血战士》比前集深沉，反而削弱了那种
畅快的杀戮感。,5、动作场面需升级,这条简直是不成文的规定，越拍越小气哪说得过去。《怪形前
传》就输在这里，怪物造型不出彩，血浆肢解的尺度也不够大，远不如第一集恐怖。《新铁血战士
》也是，爆炸都没几处，低成本一览无余，主角肌肉更不如阿诺壮观。如果新版《星河舰队》的飞
船和虫子比第一集少了，如果《疯狂麦克斯4》的飙车和爆炸不如前三集，票房铁定惨兮兮。,6、视
觉特效要创新,作为特效练兵场，科幻动作片相当注重视觉花样的翻新。《创：战纪》将《电子世界
争霸战》简陋粗糙的动画特效更新为超酷的赛博朋克时空，洋溢着严整、绚烂、壮阔的视觉魅力。
《全面回忆》第一集有邪典气质，部分场面野蛮血腥，翻拍版就光亮纤滑得多，充满高科技审美
，动作设计也更潇洒。《新铁血战士》从头到脚还是80年代那一套，复古得过了头，遭到观众遗弃
，实乃不折不扣的反面教材。,7、传世经典需谨慎,同样具有跨越时间的品牌效应，经典片的重制会
难上N倍。比如翻拍《忍者神龟》的压力肯定比重启《终结者》小得多。《终结者2018》曾重启一
次，折戟沉沙，逼得派拉蒙再度重启，不知有阿诺的新三部曲运气会否好些，毕竟卡梅隆的珠玉在
前。《阿基拉》和《攻壳机动队》最令人担心，隔着文化差异实难讨好，不过好在如今好莱坞由不

折不扣的多国部队组成，剧组多雇几个日漫专家，重塑原版面貌并非难事。,附：值得关注的科幻动
作续集/翻拍新作,《疯狂的麦克斯4》,上映日期：2015年5月15日,期待值：4.5,这部续作与前三集关联
不大，故事发生在平行宇宙，背景时间也跃进三十年。风格延续传统，蛮荒的澳洲大漠，颓废的末
世基调，飞车党的高速搏杀，原始野蛮的暴力场面，一应俱全。虽然梅尔吉布森不再出演，汤姆哈
迪和查理兹帠虘蒖阵容仍有卖点。,《终结者5》,上映日期：2015年7月1日,期待值：5,最近两集《终
结者》质量越发疲软，派拉蒙一狠心快刀斩乱麻，将该系列重启，找回元老阿诺，雇佣《雷神2》导
演艾伦泰勒，打造《终结者》全新三部曲。鉴于阿诺卸任州长之后一直表现乏力，“阿诺老矣，尚
能灭否”的疑问，只能从《终结者5》中得到解答了。,《星球大战7》,上映日期：2015年12月18日,期
待值：5,迪士尼对这个项目的进展守口如瓶，目前爆出的最激动人心的消息，莫过于“正传三部曲
”铁三角韩素罗（哈里森輠祹）、天行者卢克（马克哈米尔）、莉雅公主（凯丽费雪）的回归。考
虑到不少星战迷友被“前传三部曲”失望透顶，邀请这些老人出山或许是重创辉煌的杀手锏。,《阿
基拉》,上映日期：2015年,期待值：4.5,日本动画巨匠大友克洋1988年推出的《阿基拉》相当适合真人
化。华纳公司在2008年就购得了《阿基拉》的翻拍权，但中途经历多次剧组风波，预算也被削减一
半，好在项目未遭流产。影迷更关心的是，好莱坞会不会将这个探讨人性异化的深刻故事拍成一场
简单的正邪大战。,《捉鬼敢死队3》,上映日期：未知,期待值：4,八十年代经典喜剧《捉鬼敢死队》
系列影响了一代人，棉花糖人和主题曲等各种招牌元素深入流行文化，长生不衰。当年“捉鬼三人
组”的丹縠克罗伊德是翻拍项目发起人，但另两位主角——尤其是比尔莫瑞能否回归，还是未知数
。,《侏罗纪世界》,上映日期：2015年6月12日,期待值：4.5,1993年的《侏罗纪公园》震撼世人，但两
部续集一蟹不如一蟹。在“龙迷”的翘首企盼下，加上3D版《侏罗纪公园》不俗的票房也给了片方
信心，搁浅十四年的第四集终将见天日，据称此番将有海底恐龙的加入。由于原作者迈克尔克莱顿
已逝世，导演又是圣丹斯独立片新人，这部续作有望叫人耳目一新。,《高地人》,上映日期：未知
,期待值：4,《高地人》是80年代亚文化科幻经典，讲述一群不死剑客几百年的决斗，衍生出四部真
人续集，两部电视剧和一部动画片，人气甚众。2009年就传出翻拍消息，幕后阵容包括《钢铁侠》
的编剧和《速度与激情》导演林诣彬。如今林导演新作不断，这个计划不知要搁置多久。,《攻壳机
动队》,上映日期：未知,期待值：5,日本正推出《攻壳机动队》最新剧场版，好莱坞也不失时机筹备
起真人版，版权争夺大战以梦工厂胜出，电影制作正紧锣密鼓,又一部赛博朋克巨制即将诞生。有粉
丝质疑好莱坞会毁了经典，丧失原作的文化内涵和东方底蕴——但别忘了，梦工厂老板斯皮尔伯格
是《攻壳》的狂热粉丝。,《录影带谋杀案》,上映日期：未知,期待值：4,早在2009年，环球宣布重拍
大卫柯南伯格的《录影带谋杀案》，原版讲述一家电视台台长的诡异经历，新版则会包装成动作惊
险片模式。虽然每年新片展望的单子上都有这个项目，但年复一年进展甚微，看来又是一个旷日持
久的大坑。,《星河舰队》,上映日期：未知,期待值：4.5,1997年保罗范霍文导演的《星河战队》视觉
效果精彩异常，后来两部直发录像带的续集则平淡乏味。前两年有外媒报导，《速度与激情》的制
片人尼尔H莫瑞兹将重制该片，他曾翻拍过另一部范霍文导演的《全面回忆》，应当轻车熟路，只
是后续一直没有动静。,《忍者神龟》,上映日期：2014年8月8日,期待值：4,80年代《忍者神龟》红极
一时，90年代初推出三部真人电影，由中国武行扮演神龟，风格谐趣，犹如西方武打片。2007年的
动画版不够理想，此番真人版重启立足漫画和卡通，采用尖端的动作捕捉和全CG制作方式，从放出
的效果图看，成色不俗。,《时空特警》,上映日期：未知,期待值：4,老版《时空特警》既有尚格云顿
大秀腿功，也有火爆的枪战和时空悖论的趣味情节，在90年代颇引人瞩目，之后衍生出电视剧。新
版并非续集，而是原剧本的再创作，编剧、导演和演员等细节仍不为人知，尚格云顿不会参演。,《
纽约大逃亡》,上映日期：未知,期待值：4,《纽约大逃亡》是约翰愠朋特80年代经典之作，反乌托邦
氛围非常出色，也捧红了硬汉明星库特拉塞尔，之后有一部续集《洛杉矶大逃亡》。新版由《福尔
摩斯》系列的制片人乔缠尔沃出品，计划拍成三部曲。,（文/方聿南）,辽宁现炭疽病疫情周克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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