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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姐妹淘》：

“姐青回”的本土化改编
■文/赵 军

庆祝建党百年
影视创作思索

■文/周 夏

约闺蜜看中国版《阳光姐妹淘》

的点映场，结果闺蜜远在大兴盯印

刷，落了个单，倒是羡慕那些结伴来

看的年轻姐妹们。人到中年上有老

下有小，忙工作忙孩子，难得有空闲

和姐妹们聚会了，像极了电影里中年

人的状态。电台采访说这是部女性

电影，电影出现了大大小小将近30位

女性，所以找我谈谈。这是部女性电

影吗？在我看来，这部全女主电影更

多是关于青春的唏嘘，当少女变成熟

女，当青春成为回忆，才有了倒转人

生的时间魔力，绚烂青春和平淡中年

的极致反差，才会让我们笑着笑着就

哭了。

故事很简单，因为一个姐妹患了

绝症，七个阳光姐妹团的成员重新团

聚了。迄今为止，这个 Story 拍了四

个版本，韩国、日本、越南，10年后，中

国版上映，连美国都买了版权，足以

证明原创剧本的优秀。2011 年原版

《阳光姐妹淘》在韩国上映时好评如

潮，口碑带动票房持续飘红，创造了

当年的影坛佳话，编导姜炯哲直言是

想到妈妈的青春才创作了这部温情

悲喜剧。青春、喜剧、友情、歌舞、怀

旧，满满的商业元素，普世的情感价

值，使之成为可以移植和延伸的抢手

IP，只要调配得当，加以本土化的改

编 ，做 到 中 等 以 上 水 平 应 该 不 成

问题。

先研究一下原创剧本是如何构

建的。《阳光姐妹淘》中人物众多，内

容丰富，如何把握群像中的群戏是

个难点，导演姜炯哲不愧是编剧出

身，设置人物性格，构建人物关系都

是有一套方法的。首先七姐妹的叙

事视点来自于外来妹任娜美，这在

高中过去时空和成人现在时空都是

一以贯之的，第一主人公娜美保证

了单纯而清晰的故事主线，无论是

友情还是爱情、亲情，都是以娜美为

核心建立的人物关系网，最后在夏

春 花 的 葬 礼 上 成 为 新 一 任 的

SUNNY 队长。娜美作为一个新人

如何融入姐妹团？暗恋一个男生该

如何表达？这些青春成长的小秘密

可能是每个豆蔻少女都经历过的。

平凡家庭出身的娜美，有个老年痴

呆的奶奶，忙忙叨叨的妈妈，勤恳工

作的爸爸，青春叛逆的哥哥。家庭

成员里，毒舌奶奶是搞笑担当，哥哥

的离家出走则带出了当时的社会时

代背景，使影片有了景深。

其次，七姐妹的高中生活是整部

影片的华彩乐章，影片的成功很大程

度上来自于设立了七个性格鲜明、活

灵活现的女孩：天真可爱的娜美，又

酷又飒的大姐大夏春花，喜感胖女金

玫瑰，爱骂人的黄珍熙，傲娇美人郑

秀智，梦想成为作家的徐金玉和梦想

成为韩国小姐的俞福姬。当然，这七

个女孩也是主次有别，详略有序的，

呈三角形的金字塔结构，娜美是塔

尖，队长夏春花和冷美人郑秀智处于

仅次于娜美的第二层级，高中时期的

姐妹散伙结束于郑秀智被划伤的脸，

25 年后的姐妹重聚起因是夏春花得

了癌症，而且二人和娜美的关系更为

复杂、曲折。夏春花因为和娜美建立

了友谊惹怒了前任，继而引发了之后

的一系列矛盾；郑秀智因为娜美和继

母来自同一个地方而排斥娜美，但是

娜美的主动示好，又使二人冰释前

嫌，之后秀智主动保护了娜美，但更

隐秘的是秀智竟然是娜美的隐形情

敌。“毒舌”黄珍熙和胖女金玫瑰属于

第三层级，负责搞笑，营造气氛。戏

份最少的徐金玉和俞福姬则属于第

四层级，存在感较弱的陪衬人物，怪

不得日版和越版把二人合二为一，由

此变成了六姐妹团体。日版不仅把

正面人物做减法，把反派人物也合二

为一了，和阳光姐妹团对抗的七人太

妹团被简化为和队长有过节的三

人组。

其实，如果单独把高中生活制作

成片，也不失为一个热血灿烂的青春

片，漫画风格，激情洋溢。但编剧高

明的地方是，采取了回望的视角，将

当下疲惫倦怠的中年生活与 25 年前

的高中生活作对照，这就相当于给

“少女时代”加了个相框，回忆中的美

好一一浮现，青春有多张扬，现实就

有多落败。影片最伤感的一幕莫过

于娜美看着承载着记忆的光碟：阳

光姐妹团 25 年前许下的人生梦想，

悲喜交集。一起疯一起笑一起闹一

起哭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时间是

把杀猪刀，曾经暗恋过的少年男神

变成了平庸的中年大叔，曾经追求

正义公平的哥哥成了被告上法庭的

资本家，而我们也变成了为生活奔

忙的人妻人母。梦想当画家的娜美

成了平庸的家庭主妇，女强人夏春

花患了癌症，金玫瑰业绩垫底，黄珍

熙老公出轨，徐金玉被孩子缠身，还

有最惨的俞福姬，曾经梦想竞选韩

国小姐的她如今却沦落为酒吧小

姐。这就是每个人的人生缩影，那

个看不见的命运之手翻云覆雨，风

化了原来的模样，从而使影片生发

出一种悲剧的宿命感和讽刺感。但

它毕竟是商业电影，最后葬礼上，律

师带来了夏春花的遗嘱，临终前照

顾到每个姐妹，金玫瑰成了保险女

王，徐金玉有望当上出版社的社长，

俞福姬和女儿有了安居之所，这次

意外之喜使她们回落的人生又开始

反弹，弥合了本来悲凉的结局，算是

另 外 一 种 Happy Ending 的 大 团 圆

吧。影片另外一个巧妙之处在于剪

辑的流畅度，现实时空和过去时空几

乎无缝对接，用人物、对话、音乐、动

作、环境等自然转场，不留痕迹，甚至

让两个时空奇幻相遇，成年娜美和失

恋的少年娜美走到了一起，她抱了抱

曾经的自己，向过往告别。

影片用两个时空的对比把青年

观众和中年观众一网打尽，叙事饱

满，有笑有泪。但说它是“女性电

影”，可能比较牵强，因为影片都是在

主流商业电影的框架下叙事的，它留

下了女性人生的感慨，但并未有女性

意识的表达，作为中产家庭主妇的娜

美并没有反思自己的人生，找到真正

的自我，更遑论质疑和反抗了，对于

校园霸凌事件也只是点到为止。最

后用钱解决一切问题，也是一个梦幻

式的童话。这让我想起《小时代》的

结局，身患绝症的富家女顾里临终前

把三姐妹的人生安排得明明白白，在

创作者的价值观里，金钱和物质还是

排在第一位的。

再谈谈中国的本土化改编。有

意思的是，韩日越中四个版本的“阳

光姐妹淘”都是男导演执导的，这更

说明影片不是在探讨社会现实中的

女性问题，而是在感慨青春。曾经执

导过《胖子行动队》的喜剧演员包贝

尔几乎一比一复刻了韩版，与原版相

似度最高。最出彩的地方是选演员

的精准度，大小演员实在太像了，小

演员表演本色活泼，充满青春朝气，

大演员以气质取胜，表演稳定；其次

是时代氛围的还原上比较到位，回忆

中的90年代是泛黄的怀旧暖调，而当

下 2020 年则是没有多少人情味的灰

白冷调。录像厅、溜冰场、卡拉 OK、

摆地摊、城管，摇滚乐，还有流行的港

台明星，怀旧歌曲大串烧：小虎队的

《爱》，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张惠

妹的《姐妹》，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

美人》《得意的笑》，林青霞、邓丽君、

金庸琼瑶小说，甚至周星驰主演的

《大话西游》也出现在搞笑台词里，作

为同时代 80 后的中国观众更有代入

感，喜剧效果也更强烈。选取香港回

归的 1997 年也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

的历史节点，但这只是一个时代背景

而已，并没有真正参与叙事。中版与

其他三个版本最大的不同是结尾的

神秘色彩，门铃响起，李幽然回来了

却并未露真容，结果，观众自行脑补

了冻龄美女周慧敏。

珠玉在前，很难超越。我是先看

韩版后看中版的，这可能有点不公

平，因为情节你已经了然于胸，重复

化可能失去新鲜感，但中版还是给我

带来了欢乐和感动，熟悉的场景，熟

悉的歌曲，熟悉的生活……这就是我

辈的青春啊，借着银幕故事返老还

童，重新潇洒一回，这可能是它做本

土翻拍片的意义所在。

（一）

三大电视剧《觉醒年代》、《大浪

淘沙》和《光荣与梦想》成为了本年重

温党史最强的一次“三部曲”，很快后

面也将要看到《1921》、《革命者》和

《红船》等一系列影片。在中国共产

党成立第一百年的今天，这些鸿篇巨

制的力作引发着追求真理的当下人

们的思索。

当历史的烽烟散去，历史的激情

也散去，而历史的道路也可能埋入深

深的远方。历史的远方是什么呢？

它不单只是浮出重雾的故事线索，也

不仅仅给我们不该忘记的人物慷慨

悲歌。远方是一百年中国人民，特别

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们探索中国之

命运的深沉梦想与道路。

当中有着饱历沧桑、血火交融的

精神结晶和历史总结。固然文艺作

品不能作为理论看待，形象思维最重

视的应当是人物交替辗转的深情。

但是，历史学既然应该是历史可理解

的解释，人物塑造也应当是一个个时

代有认知的活浮雕，那么这些影视剧

创作的重要意义就应当成为理论与

时代强音的铁背景。

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沦

为半殖民地社会。期间西方资本主

义两路出击，一路是跨过大西洋征服

拉丁美洲，在此之前征服了非洲，另

一路便是向东方深入印度和亚洲腹

地，日本先于鸦片战争被征服然后加

入帝国主义行列，在瓜分世界的最后

一役中，他们开始瓜分中国。

（二）

为什么世界上会出现帝国主义，

因为资本主义要瓜分世界市场。帝

国主义的手段便是战争征服、资源垄

断和市场霸占。但是在最后一役进

攻中国中，世界资本主义列强无不感

觉到了自己体系的完备与优越，同时

也感觉到了在这个远东的巨大国家

事务中他们将付诸更加剧烈的预算

成本。

所以资本主义来到这个世界已

是满手沾满肮脏的鲜血，而来到中

国，他们就要中国的统治集团也与他

们一样沾满肮脏的鲜血。列强是帝

国主义的代名词，帝国主义是世界资

本主义制度的代名词，而到了中国，

因为要加上统治集团作为帮凶和中

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属性，中国革命

任务所要面对的便是三座大山——

帝 国 主 义 、封 建 主 义 和 官 僚 资 本

主义。

这才是中国问题和近代史最逼

真的画图。这三座大山是如何勾结

缔造出剥削压迫的经济基础和上层

建筑的呢？资本主义提供三样东西：

世界体系、信用体系、知识体系；封建

主义也提供三样东西：土地制度、宗

法制度、高利贷；官僚资本主义寄生

于两者之上，也有三样东西：寡头政

治、买办资本、新军阀。

在上述剧集当中，我们反复听到

中国共产党领袖们对他们的同志们

尤其是后生一辈说，革命是很难的，

就因为中国近代史以来所面对的历

史任务，就是如何从这三座大山中解

放出来。

《觉醒年代》喊出了反帝反封建

的口号，《大浪淘沙》点题就是“很难

的”，《光荣与梦想》将此两者凝合成

两个字“战斗”。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编剧的痛苦，《觉醒年代》的反帝反封

建与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有

何本质的联系？《共产党宣言》的“全

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与中国人民受

着三座大山压迫有何联系？

中国的问题最大比例不在于无

产阶级，而在于以无产阶级现象为最

突出，而以农民问题与中国政治经济

破产为最广泛的整个社会的起来反

抗。那么首先要问的是，在这当中，

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发挥着怎样的作

用；《共产党宣言》作为西方传过来的

思想与同样是西方传过来的世界资

本主义又有着怎么样的联系？三座

大山中的后面两座与第一座的内在

联系是否最本质的中国问题答案？

（三）

2018 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理想国译丛”当中的一本：《拉丁美洲

被切开的血管》。当中的《序言，暴风雨

中的一亿两千万儿童》写到：“鸿沟在扩

大。至 19 世纪中叶，富国的生活水准

已超出穷国 50%。发展加剧了不平

等。1964 年 4 月，理查德·尼克松在美

洲国家组织的演讲中宣称，到 20 世纪

末，美国的人均收入将是拉丁美洲的十

六倍。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力量是以

局部必须不平等为基础，这种不平等达

到越来越惊人的程度。”

所幸的是今天中国人民没有遭受到

该书作者乌拉圭的爱德华多·加莱亚若

描述的这般境地。现在要让中国青年一

代相信一百年前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真的

不容易，而因为帝国主义征服中国要付

出的成本比征服拉丁美洲高得多，因此

他们假手于中国的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

主义，结成神圣同盟，这种复杂性更使得

一般中国人民，不管是一百年前的，还是

一百年后的中国人远不能看清楚。

《大浪淘沙》中我最喜欢的是退党

的“一大”参与者李达。在无数人抛头

颅洒热血的二十八年中，李达依旧潜心

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同样付诸自己

的毕生，并且同样生活在艰难困厄当

中。对于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最

大帮助其实在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包

括中国在内，全世界已经陷在了资本主

义的体系当中，概莫能外。

这一条理论探索之线因为我们关

注于《大浪淘沙》里李达的刻画，而对于

三座大山的政治经济关系得到了思考

的引导。中国的革命不仅仅是反帝反

封建，而是在“反帝”的概念当中反抗世

界资本主义的压迫，在“反封建”中反对

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被世界资

本主义所豢养及其充当走狗，在整体的

“反帝反封建”当中又在马克思主义的

旗帜下反抗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四）

今天的拉丁美洲没有中国式封建

主义一说，直接面对世界资本主义体

系，从中我们更清楚地明白，中国革命

的大背景首先便是世界资本主义，而三

座大山勾结的本质构成了中国近代史

全部最真实的黑暗之幕。

《光荣与梦想》蜻蜓点水地描述了

一个很重要的江浙大亨虞洽卿对蒋介

石的拉拢。虞洽卿的江浙买办集团后

面站着的是英美财团。遍布中国内地

大大小小的虞洽卿们背后都还有德国、

意大利、法国、俄国、日本等等资本主义

势力，中国封建主义必然地依赖他们而

强化了对于中国近代经济的摧毁和对

于中国底层人民的压迫，中国官僚资本

主义依赖他们崛起而最终成为甚至连

民族资本主义都不容的权贵独裁。

可惜，这层政治经济关联剧集里的

人物刻画都不完整。没有深重的压迫

便不会有决死的反抗，这才是无数革命

者前赴后继的铁血逻辑。所有在这场

革命当中退出的、背叛的、沉沦的，都不

完全是个人的性格和学识问题，而是在

三座大山体系中，选择了其中一道利益

的门缝，愿意夹在其中作苟且状的

问题。

他们或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信

用体系、知识体系当中游走、残喘、谋一

己之安宁；或在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

宗法制度、高利贷中选择保守、维护利

益、对抗潮流；或在官僚资本主义的寡

头政治、买办资本、新军阀体系中，改门

庭、向上爬、出卖良知。“大浪淘沙，始

见真金”一定是必然的。而站在最大多

数人民一边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

信念，全然因为在这大数据思考中，坚

定的共产党人已然誓死与世界资本主

义、中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奋战，

以拯救国家与民族。

毛泽东同志说过我党懂马克思主

义的人不多，今天我们仍旧处在世界资

本主义的体系当中，面对的环境依旧是

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信用体系和知识

体系。现实发展与历史一样都是复杂

的，一如陈独秀先生晚年哀叹“很难

的”，我们的电影和电视能够挑起其中

之一肩本不容易。让我们勉志吧。

本报讯 近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打造的现实题材影片

《守岛人》发布终极预告和“以岛为

家”版海报。整支预告温暖与心酸交

织，一幕幕片段展现了王继才生命中

的那些重要时刻。海报中的两组画

面，截取了王继才守岛生活的微小片

段，却也足以展现他无惧困难的乐观

主义精神。

《守岛人》根据真实事迹改编，用

写实的镜头、朴实的叙事，将“人民楷

模”王继才与妻子王仕花驻守边疆海

岛 32 年的经历搬上了大银幕。在此

前举办的观影活动中，现场观众数度

飙泪，感叹“王继才夫妇的初心、磨砺

和坚守竟如此感人”，“守岛精神一定

能激励更多的普通人”，而陈力导演

年轻化的叙事手法，也令高中生影迷

感叹“相信 90 后、00 后也会被这部电

影深深吸引”。影片将于 6 月 18 日全

国公映。

在电影开拍前，导演陈力曾多次

前往开山岛采风，与王仕花同吃同

住。海岛上的孤独难熬，与夫妻俩的

乐观精神形成了强烈反差，令陈力深

深震撼。她曾表示，电影把那些扎在

心尖上的故事，通过艺术化的手法表

现出来，相信大家观看完这场电影，能

感受到乐观的力量。有首映礼上欣赏

完影片的观众，直言“笑对困难这个道

理，人人都明白却很难做到，王继才夫

妇真是榜样”，也有影迷在观影时全程

擦泪，后悔“纸巾带少了不够用”，更有

媒体评价“《守岛人》给了当代人一种

指引，指引大家学会心灵的拓荒技能，

在焦虑的生活中把内心的荒岛打造成

自在的乐园”。

电影《守岛人》由八一电影制片厂

一级导演陈力执导兼任总编剧，张和

平任艺术总监，高满堂任剧本策划，丁

涵、赵哲恩编剧，梁明任摄影指导，霍

廷霄任美术指导，居文沛作曲，刘烨、

宫哲主演，侯勇、孙维民、宋春丽、张一

山、陈创、陶慧敏、马少骅、迟蓬、徐砡

等联袂出演。 （杜思梦）

本报讯 6月 13日，“《中国电影蓝

皮书 2021》、《中国电视剧蓝皮书

2021》首发式暨中国电影、电视剧发展

对话会”在第二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的特别单元举行。此次活动由北

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浙江大学

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北大出版社、

北大培文等共同主办，中国高教学会

影视教育委员会、电影产业与中国故

事创新基地等协办。导演高希希、宁

浩，制片人叶宁、刘志江、陈三俊，学

者张卫、周斌、周安华、陈犀禾、范志

忠、陈旭光，青年学者齐伟、马瑞青、杜

梁，北大出版社培文总监周彬等各界

嘉宾参会，并就中国电影、电视剧的当

下格局、现状与未来发展等展开讨论

和对话。

《中国电影蓝皮书》、《中国电视剧

蓝皮书》是由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

中心与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

合作推出的年度“影响力影视剧”案例

报告，至今已步入第四届，成为广受学

界、业界好评的口碑书系。《中国电影

蓝皮书 2021》与《中国电视剧 2021》侧

重以个案切入来分析年度影视业的十

大现象，每个案例分析都结合具体文

本，依托全年影视格局，辐射整个影视

产业链，并进行“全案整合评估”，总结

并归纳其核心创意点、“制胜之道”，研

判其可持续发展性，不仅具有较高的

学术价值，还具有艺术生产与产业发

展的实践指导意义。

新书首发式上，致辞嘉宾对蓝皮

书引领影视行业案例评论分析风气之

先并奠定研究基础的重要作用给予高

度评价。中国影视行业的快速发展需

要相匹配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观

照。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的两个精英

团队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克服重

重困难，高质量完成了研究和写作任

务，极具学术价值和现实影响力“中国

影视年度蓝皮书”项目从文化、学术、

产业等多重角度对 2020 年的影视行

业发展进行了综述，既有总结的重要

意义，还有发现行业问题和提升经验

的重要内涵。专家们一致希望本套丛

书能够继续做下去，成为行业案例分

析的重要品牌，并为中国影视行业的

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李霆钧）

《中国电影蓝皮书2021》首发式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

《守岛人》发布终极预告
还原王继才“以岛为家”32年时光

宁浩（左三）、叶宁（左二）等亮相首发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