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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 邦女郎”

第23部007影片《 大破天幕杀机》

北美首日票房 3080万美元
全球累积票房 3.54亿美元

》观影报告
全球票房破3亿美元

也许是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 詹姆斯·
邦德”的惊世一跳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自
10月26日在全球范围公映以来，《 007：大破
天幕杀机》的吸金速率便势不可挡。

据最新统计，《 007：大破天幕杀机》
目前全球票房已突破3亿大关，达3.54亿美
元。如果影片能在下周顶住吸金大鳄《 暮
色4：破晓（ 下）》的冲击，不出意外的话，
影片的全球总票房将超越《 皇家赌场》的
5.94亿，创造系列新高，成为首部全球票房
破6亿的007电影。

此外，影片还有望冲击间谍电影的全
球票房最高纪录，目前的保持者是《 碟中
谍4》的6.94亿。

外媒称其“ 诺兰风格的007”
《 大破天幕杀机》的导演萨姆·门德

斯虽有奥斯卡加身，但对于文艺片导演执
导007电影的精彩程度，不少观众还是心
存疑虑，全线上映后，外媒的评价也表现
得褒贬不一。

目前在烂番茄上，《 007：大破天幕杀
机》的好评率是93%，已经回升到最早让
人惊艳的《 皇家赌场》的水准。在Meta-
critic上，《 大破天幕杀机》 得到79分的不
错评价，其中《 芝加哥太阳时报》、《 娱乐
周刊》、《 综艺》等五家媒体给了满分。

影评人罗杰·埃伯特表示“《 大破天
幕杀机》 成功地让007改头换面”。英国

《 泰晤士报》评价道：“ 门德斯一边巧妙地
照顾着007粉丝的情绪，一边不断地用先
进的电影拍摄技术给人们轰炸。”

同时，英国《 每日邮报》也给出了满
分评价：“《 大破天幕杀机》是如此令人惊
讶，电影完美地把《 谍影重重》、《 军情五

处》和《 小鬼当家》的风格融合到一起。”
评价中，丹尼尔·克雷格的表现也受

到了自各方的赞赏，就连第三任007扮演
者罗杰·摩尔在看过影片后称赞这部影片
将让观众更加认可丹尼尔·克雷格，甚至
看好他将取代肖恩·康纳利的地位，重塑
邦德的角色形象。

同时，由阿黛儿演唱的该剧同名主题
曲也受到影迷的好评，有网友表示“ 这歌
声配上片头精彩表演真是太完美了”。

当然影片也并非完美之作，有媒体吐槽
影片两个半小时的长度以及邦女郎娜奥米·
哈里斯与丹尼尔·克雷格之间缺乏火花。

还有媒体将《 007：大破天幕杀机》和
《 黑暗骑士崛起》放在一起做比较。《 The

Playlist》的评论称门德斯拍了一部“ 诺兰风
格的007”，“ 不可否认的是片中引入了很
多诺兰在《 蝙蝠侠前传》中展现的特质”。

反派角色最抢眼
影片除了有丹尼尔·克雷格的精彩演

绎，《 大破天幕杀机》 片中配角也成了该
剧的一大亮点，甚至已有媒体提出要给第
一反派的扮演者哈维尔·巴登颁发奥斯卡
最佳男配角奖，他也被英国媒体盛赞为

“ 007系列最佳反派”。
巴登是欧洲极富盛誉的实力派演员，

此前他已经获得过奥斯卡小金人。此次在
剧中饰演的大反派Silva更是一个性格复
杂、当之无愧的一流罪犯。而这一极富挑
战性的角色在剧中更是发挥着推动剧情
必不可少的关键性作用。

《 好莱坞报道者》评价他“ 和往常邦
德的敌人一样，这是个一半迷人一半疯狂
的角色”，同时“ 他对邦德的性挑逗又刷新
了007反派的历史”，“ 总的来说，巴登创造
出一个引人入胜且无比有趣的角色”。

《 007：大破天幕杀机》横扫全球，票
房一路看高，不过，中国内地的观众要在
大银幕看到该片，还要等到明年1月。这部
007究竟有多好看，是否值得3个月的等
待？本报记者日前赴港先睹为快，看看这
部50周年纪念作品，是否值回票价。

没豪车 没高科技 没美女
“ 中年危机”的 007 乏善可陈

50年，007的故事需要新变化，于是奥
斯卡得主萨姆·门德斯（ 曾执导《 美国丽
人》、《 革命之路》）接手了这个烫手的山
芋。擅长讲述“ 中年危机”的门德斯，这一
次果然让邦德陷入“ 中年危机”：中枪“ 身
亡”、射击打不中靶心、体能测试不及格、
被嘲笑年纪老迈、想要放弃前线工作⋯⋯
一部商业系列硬生生被掰成了文艺范。

全面“ 文艺化”的007从装备上，也开
始返璞归真，用惯高科技武器的邦德此番只
剩下一支能识别指纹的枪和一个能定位目
前位置的无线电，关键时刻，还得自己动手
做炸弹、布陷阱，“ 古董级” 的飞刀也要上
手，赤手空拳肉搏的戏份也增加了不少。

此外，一贯夺人眼球的“ 邦女郎”这次
也失去了光彩。虽然此次“ 邦女郎”的人数
增加到两人：军情六处的“ 黑珍珠”搭档和
与邦德一夜风流便被杀的“ 风尘女”，但除
了长相乏善可陈，她俩在电影里也只有惊
鸿一瞥毫无“ 血肉”。甚至有观众戏言，论
出镜率，邦德的上司“ M女士”才是这一集
的“ 邦女郎”，只是年纪大了点。

没有豪车追逐，没有高科技武器，没
有美艳“ 邦女郎”，徘徊在“ 中年危机”和
自我救赎之间的邦德的确文艺不少，但也
让满心期待邦德回归的观众有些失望。

记者在香港观影后搭电梯时，就听见
有观众感叹了一句“ 好闷”，周围顿时一
片会心笑声。有观众还评论说：“ 自从蝙蝠
侠后，这类骨子里媚俗到不行的商业电
影，总是要装着讲点主题或谈个反英雄，
搞得类型和深度都不合格，门德斯还是去
拍中产阶级伦理剧吧。”还有资深“ 007”
系列电影拥趸痛心疾首地表示：“ 片名不
挂007也照样成立，毫无系列特色。”

哈维尔·巴登出彩
阿黛儿歌声惊人

门德斯的文艺创新虽然并非每位观
众都买单，但这一次，他为007塑造的反派
对手，赢得了大多数观众的肯定。由戛纳
影帝哈维尔·巴登扮演的反派，真正是把
一个“ 变态”给演活了。

电影里，哈维尔演一位精通电脑、心
狠手辣的前特工，因为被M“ 出卖”，心怀
怨恨，设计报复。哈维尔的角色变化多端，
背景复杂，在演绎方面很有层次感。

除了哈维尔的反派演出令人大呼过
瘾外，由阿黛儿演唱的主题曲《 SKY-
FALL》则是另一大亮点。她的歌声搭配片
头蒙太奇，将这部007的“ 黑暗感”渲染的
淋漓尽致。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部007中还有大
量中国元素，上海和澳门两大地标城市都
有出境。其中上海部分，导演选择了一栋
尚未启用的写字楼来作为邦德跟踪、搏斗
杀手的地方，这栋写字楼最特别的地方就
在于外墙上有中文霓虹广告，打斗的时候
观众实际上只看到两个缠斗的剪影，反而
是背景流光溢彩，画面相当好看。

记者 杨欣薇

在 万 众 期 待
中 ，007 系 列 50 周
年纪念作《 007：大
破天幕杀机》11月
9日正式登陆北美
市场，上映首日便
以3080万美元拔得
头筹，创下系列新
高，周末三天更是
预计达8000万，甚
至更高。而其强劲
的全球票房也再次
上演，目前全球票
房已突破3亿大关，
达3.54亿美元。

由奥斯卡大导
演萨姆·门德斯打
造的《 007：大破天
幕危机》是第23部
007电影，自1962
年诞生以来还没有
哪部007电影取得
过如此之高的开画
票房，很多人预测
该片有望在今年的
颁奖季有所斩获。

本报记者 杨汶
实习生 严倩如

今年是“ 邦德片”问世50周年，从第
一部007电影《 诺博士》开始自今，大约有
30位不同风格的“ 邦德女郎” 先后被塑
造，其中不乏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女人。
乌苏拉·安德斯《 诺博士》 1962年

007系列电影中第一位邦女郎，也是
整个系列里面评价最高的一位，剧中这位
瑞士美女乌苏拉身穿比基尼从海中出场
十分性感撩人，这成了007系列电影标志

性的一幕，奠定了以后四十年邦女郎性感
与美貌的形象。
雪莉·伊顿《 金手指》 1964年

在众多邦女郎中，雪莉·伊顿的知名
度不算最高，而且出演电影时她已经是37
岁，是所有正牌邦女郎中年龄最大的一
位。不过片中她身穿泳衣，全身涂满金粉
遇害的场景实在令人难忘。雪莉·伊顿
1995年还入选帝国杂志“ 影史最性感的

100位明星”。
杨紫琼 《 明日帝国》 1998年

有着好 身 手 的 华 人 女 星 杨 紫 琼 在
《 明日帝国》中，结结实实替中国女性扬

威了一把。相比拥有真功夫的杨紫琼，皮
尔斯·布鲁斯南在戏中动作是如此的蹩
脚，弄得经常是美女救英雄的窘迫境地，
是邦女郎中美貌、智慧、力量兼具，是绝无
仅有的一位。

苏菲·玛索《 纵横天下》 1999年
法国大美女苏菲·玛索在片中饰演一位

看起楚楚可怜，其实是大反派的蛇蝎美人，是
历史上最坏的邦女郎，连自己的父亲都可以
设计杀死，邦德也差点倒在她的怀里。
哈莉·贝瑞《 择日而亡》 2002年

“ 黑珍珠”哈莉·贝瑞当时刚拿奥斯卡
影后，选择接演《 择日而亡》，成为第一位
007系列中的黑人邦女郎。 记者 杨汶

邦德变成了文艺大叔

雪莉·伊顿 杨紫琼 苏菲·玛索哈莉·贝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