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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霆沙赞》: 身份错位下的超级英雄塑造

王延香( 盐城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盐城 224051)

［摘 要］《雷霆沙赞》是 DC 公司推出的超级英雄电影，影片对超级英雄沙赞的塑造方式较为独

特。沙赞在年龄、能力、性格上，都与观众的审美期待有着明显的错位，他自己也需要不断克服这种身

份错位带来的矛盾，电影由此产生极大的娱乐性，超级英雄电影在故事空间上的拓展性也由此显露出来。
在超级英雄电影日益被高概念、高成本、大制作所绑架的今天，以创意精妙而非大场面取胜的《雷霆沙

赞》，无疑提供了一种小成本超级英雄电影的创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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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于漫威漫画公司五年创建的 DC 漫画公司推

出了史上最早的超级英雄形象，即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诞生于 1938 年的超人，超人诞生后很快也

成为美国的符号之一。然而在近年来，在电影领

域，DC 的光芒逐渐为漫威所掩盖，年轻观众更容

易为美国队长、钢铁侠等漫威超级英雄俘获。在

这样的情况下，DC 不得不另辟蹊径，一则将较为

小众的，对观众而言有新鲜感的漫画形象搬上银

幕，一则尝试较为独特的超级英雄塑造方式。由

大卫·F. 桑德伯格执导的《雷霆沙赞》( 2019 ) 正是

在这样的考虑下诞生的，电影展现了一个身份错

位，让人眼前一亮的超级英雄。

一、内部错位

《雷霆沙赞》中的身份错位首先表现在电影内

部中，这也是整部电影给观众留下最深刻印象之

处。观众早已在 20 余年来超级英雄电影的浸淫之

下，了解了这一类型片的部分特征。如超级英雄

电影在主人公的超能力来源，以及超能力、武器

等方面，有着一定的共同之处。一般来说，尽管

不同的时代背景影响着超级英雄电影的创作，但

是英雄们的超能力来源不外乎如下几种: 一、天

外来客，如超人、雷神等; 二、神器、高科技装

备的帮 助，如 变 相 怪 杰、钢 铁 侠 等; 三、辐 射、
化学药物或生物技术，如蜘蛛侠、超胆侠、美国

队长等; 四、身为地球人而天赋神力，或经历了

后天的训练，如康斯坦丁、黑寡妇等; 五、重生，

如猫女等; 六、游戏规则设定，如海扁王等。而

《雷霆沙赞》中则运用了“传功”概念。人物变身为

超级英雄并不需要科技或变异，而只需要前任沙

赞运用法杖进行传功: 两任沙赞同时手握法杖，

同时新沙赞大声喊出“沙赞”二字，他便会得到老

沙赞的全部法力。而更为奇妙的是，这一传功方

式能让所有人甚至动物都成为沙赞，人物变为超

级英雄，既非钢铁侠、美国队长这样苦心孤诣追

求的结果，也非蜘蛛侠、冬兵这样因缘巧合下的

独一无二的际遇。当有数个人一起手握法杖大喊

“沙赞”时，原沙赞的能力也将分为数份，分配在

这几个人的身上。超能力原有的神秘感和神圣感

被解构了。
这种超能力在获得上的特殊，也就造成了新

任沙赞比利·巴特森的身份错位。首先，就外观

而言，比利面临着“少年—成人”的错位。在变身

之前，比利只是一个年仅 14 岁的街头小混混，还

处于每日需要上学教育，需要有监护人的年龄段，

他在体能方面不仅距离超级英雄有天壤之别，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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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相比起普通的成年人来说也是极为弱小的; 在

社会行为方面，作为未成年人的比利也是被排除

于社会生活的主流之外的，如他不被允许出入某

些成人娱乐场合，不被允许购买烟酒，也不能私

自离开福利机构安排的寄养家庭去寻找自己的生

母等，可以说受到诸多的限制。然而随着地铁突

然神奇地驶入一个阴暗诡异之地，比利在毫无准

备的情况下从老沙赞那里变身为新任沙赞，他瞬

间成为一个身高体壮，孔武有力的成年男性，拥

有了以前从不敢想象的身高与肌肉，以及未知的

超能力。然而比利并没有做好接受这一身份的准

备，他依然保持着属于少年的心智与思维。电影

中有意设计了一个细节，即在一场商场与反派赛

迪斯·希瓦纳博士的追逐戏中，沙赞踩上了儿童

乐园区的地板钢琴。这一段是在向潘妮·马歇尔

执导的《长大》( 1998) 的致敬。《长大》中 12 岁的乔

什也遭遇了一次“成人身少儿心”的变身，电影中

也有在玩具公司工作的乔什踩在地板钢琴上的情

节。然而这种“长大”是乔什自己向许愿机许愿的

结果，他在一夜之间长大后相当一段时间也能尽

可能地扮演好一个大人的角色。而比利却不能，

他在从坐地铁回家时就开始处处闹笑话，完全不

能适应自己的高大壮硕身躯。
其次是就内在而言，比利面临着“无认识—有

能力”的错位。比利不仅年龄尚小，他对超级英雄

世界也是陌生的，在新舍友弗雷迪对诸多 DC 超英

侃侃道来时，比利却十分茫然。他的无知是全方

面的，包括在对社会的认识，以及对自身超能力

的认识上。此时的比利完全不是一个合格的沙赞，

甚至不知道如何从沙赞变回 14 岁的自己，还是在

和小妹妹达拉解释时无意提到了“沙赞”二字才恢

复原貌。为了探寻自己能力的边界，比利和弗雷

迪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如是否能飞，是否具

有激光眼，是否不害怕火烧等，两个人的测试也

是孩子气的，他们轻率地将视频上传到了 Youtube
上，为获得海量的点击量而感到兴奋，自豪于成

为“网红”而没有考虑到身份暴露后的麻烦与危险，

以至于吸引了希瓦纳博士的注意，这正是比利和

弗雷迪作为少年不可避免的缺陷。

二、外部错位

《雷霆沙赞》中的身份错位还体现在沙赞于整

个超级英雄体系之中的特殊性上。无论 DC 抑或漫

威，乃至其他国家的超级英雄，其往往都被定位

为城市社群的保护者，以及广大民众心灵的慰藉

者。早期的超级英雄形象是高度正面的，如超人

克拉克·肯特永远斗志昂扬，意志坚定，在女友

露易丝面前也是温文尔雅，极具绅士风度，加之

作为记者的克拉克其身份是从美国乡村奋斗到大

城市的年轻的，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超人长

期以来被视为一个道德权威式的形象。这是其时

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民族文化身份

的共识所决定的。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观众越来越需要超级英

雄具有凡俗的一面，一种另类的超级英雄开始受

到欢迎，如 DC 设计了作为一个孤独的，游走于黑

暗中的治安维护者的蝙蝠侠布鲁斯·韦恩，他有

着严重的心灵阴影，甚至想从蝙蝠侠的身份中隐

退; 又如漫威创造了出身草根，与观众距离极为

接近的蜘蛛侠等。但上述英雄都具有极为明显的

正直、高尚共性，都是美国主流社会价值观的代

言者。这样一来，《雷霆沙赞》中的沙赞就与整个

外部的超级英雄体系之间出现了微妙的错位，受

年龄阅历的限制，以及变身的突兀，沙赞不仅几

乎没有意识过自己的救世责任，甚至在日常生活

中也没有闪现出正直、高尚、大无畏的优点，这

也正是这一形象让观众备感新鲜的原因。
如前所述，沙赞获得超能力的方式是简单的，

这也就使得老沙赞必须对继承人有着严格的遴选

标准。为了能够让新任沙赞对抗七宗罪，老沙赞

的挑选标准是“心灵最纯洁者”，包括希瓦纳博士

在内的无数少年都在这一标准面前败下阵来，希

瓦纳博士甚至因此而心灵扭曲。然而正是因为希

瓦纳博士的复仇，使得老沙赞奄奄一息且失去了

用以诱惑候选人的水晶眼，比利就成为一个无奈

之下的传功对象。而比利在道德品质上，不仅并

不符合“心灵最纯洁者”的要求，甚至还因为早早

地失去父母教养而有着诸多劣行。例如在电影一

开始，比利就为了能够找到自己的生母而报了假

警，在警察来到后，他将警察锁起来以使用警车

上的查询软件查生母的地址，临走的时候还不顾

警察的请求拿走了警察的午饭; 在来到新的寄养

家庭后，残疾少年弗雷迪对比利表示出了极大的

善意，然而比利却偷走了弗雷迪珍藏的“超人子

弹”想拿去卖钱; 又如在变身为沙赞后，一直手头

拮据的比利又用自己的超能力打开了 ATM，被飘

飞的钞票吓了一跳。如果说为了回到母亲的身边

耍诈还情有可原，这样的盗窃行为无疑是违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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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人的道德标准的，也与有着拯救世界使命的超

级英雄身份扦格难通。在观众早已习惯如蝙蝠侠、
美国队长等进行痛苦的自我牺牲以利他后，沙赞

的种种利己行为是让人略感难以接受的。
然而这一设定，让沙赞这一人物形象更为真

实和动人。从成长历程上来看，比利不仅缺乏亲

生父母的教育，且缺失一个超级英雄导师式的人

物，与蜘蛛侠相比，同样是身为中学生，在钢铁

侠等资深超级英雄的引导下，彼得在从一个普通

学生转变为超级英雄时的过程是较为顺利的，而

老沙赞却在传功后便化为了灰烬，没能给予比利

足够的教导。比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以自己

认定的善恶标准来行事。而这也让观众看到了比

利的成长，如从一开始的明哲保身( 如在弗雷迪被

殴打时一度转身离去) ，到最终能够肩负起拯救他

人的责任，从一开始的拿走他人的财物，到最终

愿意分享自己的超能力等，人物的身份从“错位”
走向“归位”。

三、身份错位的艺术效果

在《海王》( 2018) 、《神奇女侠》( 2017) 中，DC
多次使用过身份错位这一手法。在认识导师维科

之前，海王亚瑟一直以为自己只是一个会和鱼说

话的普通人类孩子，神奇女侠戴安娜长年生活在

与世隔绝的天堂岛上，初入人类社会时她总是在

假装普通女性时露出马脚等。但是这种身份错位

都是暂时的，人物很快就能够重新定位自己，习

惯自己较为稳定的新身份。然而《雷霆沙赞》则不

然，比利的“少年—成人”切换问题贯穿全片，并

且可以预料到的是，由于比利才 14 岁，这种错位

还将长期存在下去，主人公也乐在其中。这样一

来，电影中身份错位的主要艺术效果———幽默性

就得以长时间地保有，观众能够通过比利的一次

次身份冲突而看到电影绽放的喜剧之花。
首先，身份错位带来的是人物在环境中的不

合时宜。如比利在变身之后身穿沙赞色彩夸张，

造型奇特的制服，在地铁中十分不自在，而更为

难堪的是他不知道穿着这紧身衣怎样上厕所。超

级英雄和需要吃喝拉撒的常人生活的环境出现了

一种不合时宜。又如在比利让自己的五个兄弟姐

妹也都得到了沙赞的超能力后，五人也瞬间变成

了大人，在穿越回家的路上，六个人因为比利的

意念而空降成人娱乐场所，姐姐玛丽便让妹妹达

拉赶快闭上眼睛，出门后达拉还很好奇地问这是

什么地方。身份错位导致了人物在言行上的种种

不协调，这都是具有幽默感的。
其次，身份错位导致了人际关系的变动。“偏

离正常轨道的人物关系设置也是情境中潜在的喜

剧性的来源。”如在电影中，弗雷迪和比利的同龄

人，弗雷迪由于残疾还处于更弱势的地位，他理

应是被比利保护和照顾的对象。然而在弗雷迪和

比利在超市买酒时，突然有人闯入持枪抢劫，已

经是沙赞的比利第一反应是躲在拄拐杖的弗雷迪

身后，而由于比利此时是成年人的身形，弗雷迪

完全遮挡不住他。这种人物在“强大—弱小”上的

反差感是令人发笑的。比利的反应是因为他还一

直用原来的身份处理问题，但此时已经成为沙赞

的他早已脱离了和弗雷迪原有的关系轨道。
超级英雄是当代类型电影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超级英雄是人们不同情结

或理想的符号。由于超级英雄本身就是想象的产

物，打造一个与常人格格不入的超级英雄，并让

超级英雄的形象在这种身份错位的冲突中逐渐丰

满，这对于观众来说并不稀奇。但《雷霆沙赞》却

没有止步于此，沙赞在年龄、能力、性格上，都

与观众审美期待中的超级英雄有着明显的错位，

他自己也需要不断克服这种身份错位带来的矛盾，

电影因此而具有极大的娱乐性，超级英雄电影在

故事空间上的拓展性也由此显露出来。尽管我们

无法说《雷霆沙赞》就代表了当代超级英雄电影的

突破之道，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超级英雄电影日

益被高概念、高成本、大制作所“绑架”的今天，

以创意精妙而非大场面取胜的《雷霆沙赞》无疑提

供了一种小成本超级英雄电影的创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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