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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27  記者 李宗諺 文

今年夏天，一股黃色旋風席捲全球。【小小兵】（Minions）是【神偷奶爸】（Despicable Me

）系列的外傳作品，講述小小兵的起源和他們尋找大壞蛋的故事。這部片的劇情簡單易懂，也許

有點單調乏味，卻用心地透過小小兵，帶領觀眾認識地球的歷史，並且深刻地描繪出六○年代的

經典文化與世界觀。

 

人氣爆表　配角出頭天人氣爆表　配角出頭天

小小兵原本只是【神偷奶爸】裡面的配角，但由於它的造型特殊可愛，在劇中又有很多無俚頭的

搞笑演出，人氣迅速高漲，所以製作團隊把小小兵獨立出來拍一部自己的電影，也把小小兵和格

魯相遇前的故事與【神偷奶爸】做一個銜接。其他也有不少因為配角很受歡迎，而為它量身打造

電影的例子，像是【馬達加斯加爆走企鵝】（penguins of Madagascar）和【鞋貓劍客】（P

uss in Boots）等。

【神偷奶爸2】的片尾彩蛋就已經透露將要拍小小兵個人電影了。（影片來源／Youtube）

 

透過小小兵　放眼看世界透過小小兵　放眼看世界

小小兵的生活目的就是跟隨世界上最邪惡的壞蛋，它們花了一輩子在尋找它們的主人，可惜的是

小小兵彷彿是衰神的代言人，每次都會為主人帶來不幸的命運。從暴龍到格魯，中間換了好幾個

主人，跨越了好幾個世紀，走遍了好幾個國家。每個國家都充分地表現出當地的特色，像是埃及

金字塔、美國自由女神像、澳洲艾爾斯岩與袋鼠、印度傳統舞蹈和英國大笨鐘等，透過小小兵的

旅程，讓觀眾對這些國家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另外，小小兵的歷史淵遠流長，跟著它們尋找主人的腳步，也能夠簡單地認識一些地球重要的歷

史。最初小小兵跟隨著暴龍，在恐龍主宰地球的時代，暴龍可謂是世界上最凶猛的生物；之後又

陸續跟隨了原始人、法老王、吸血鬼和拿破崙，從早期的原始人類社會到古埃及，再到中古世紀

的歐洲和拿破崙稱霸歐洲的時代，看小小兵不小心害死主人的同時，也更熟悉歷史的脈絡。

小小兵與它們的第一個主人暴龍。（圖片來源／《小小兵》可愛的人生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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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心著墨　動盪的六○年代細心著墨　動盪的六○年代

此片時間設定在一九六八年，那是個社會快速變遷的年代，各種社會文化運動如雨後春筍般地興

起，電影裡提到了許多關於六○年代的歷史文化背景，並且用幽默帶點諷刺的手法來呈現，製作

團隊的細心可見一斑。

凱文（Kevin）、史都華（Stuart）和蘿蔔（Bob）三隻小小兵一來到紐約映入眼簾的就是理查

．米爾豪斯．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的競選海報，上面寫著“Finally a name you

can trust.”，然而諷刺的是，尼克森最後卻因為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政治醜聞「水門案」而黯然下

台。還有小小兵們身上所穿的吊帶牛仔褲，在二十世紀中期牛仔褲可是美國的代表文化之一，連

遠在台灣的年輕人都受到相當大的影響。

接著小小兵遇見了正在遊行的隊伍，人們高舉著象徵愛與和平的海報，呼喊著當時最流行的口號

「要做愛，不要戰爭（Make love, not war）」。當年美國深陷越戰泥淖，民眾紛紛挺身而出

，呼籲美國撤出越南戰爭，包括約翰．藍儂（John Lennon）等名人也紛紛表示支持，反戰思潮

日益高漲。此外，嬉皮文化也逐漸崛起，搖滾樂慢慢成長茁壯，在【小小兵】裡頭有許多六、七

○年代的知名搖滾音樂，喜愛搖滾樂的史都華也隨身攜帶著一把吉他。

小小兵跟著參加反戰遊行。（圖片來源／環球影片粉絲專頁）

另外原本留在大本營的小小兵，為了尋找凱文、史都華和蘿蔔而展開旅途，途中來到了一個地方

，畫面中有兩名太空人和美國國旗以及小小兵，頓時讓人以為來到了月球上，結果鏡頭拉遠，發

現竟然是在拍攝電影。這諷刺著不少人認為登陸月球的壯舉，實際上是一場騙局，而陰謀論直到

今天都還被廣泛討論。

 

英倫風情　魅力無法擋英倫風情　魅力無法擋

電影裡除了勾勒出六○年代的時空背景，對於英國民俗文化風情也有很多的描繪。

英國人愛喝茶早已不是秘密，茶是英國人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片中的警察開車喝茶，主播邊播

報新聞邊喝茶，看報紙當然也要配茶喝，就連小小兵們剛來到英國時也要先找個地方坐下來，好

好地享受一番下午茶時光。

另外還有石中劍傳說，當蘿蔔拔起石中劍時，原本在追捕它們的警衛們立刻俯首稱臣，就連英國

女王也願意把王位讓給蘿蔔。值得一提的是英國的皇室狂熱，英國的皇室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

廣受人民的愛戴，每個一舉一動都受到大量的關注。就連蘿蔔在致詞時，台下的群眾儘管只聽得

懂“King Bob！”，仍然大聲尖叫為蘿蔔歡呼。

拔出石中劍而當上國王的蘿蔔。（圖片來源／[Minions]小小兵~史上最萌天真無邪小壞蛋~）

除此之外，在小小兵穿越下水道逃跑時，才剛打開水溝蓋探出頭，就被四個人踩過去，而這四個

人正是英國搖滾天團——披頭四（The Beatles）。這場景就像是披頭四的知名專輯《Abbey R

oad》的封面，而電影裡頭也用了披頭四的歌曲，像是（Got to Get You into My Life〉，製

作團隊通過這些巧思，來向傳奇披頭四致敬。

 

列保護級惹議　家長不滿列保護級惹議　家長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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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　古典與流行交響跨界　古典與流行交響

古典跨界音樂的興起，使得古典音樂市場有所
起色，創造出另一種藝術價值。

印度的女兒　反思性侵暴力印度的女兒　反思性侵暴力

透過紀錄片【印度的女兒】，重新檢視印度性
侵問題。

在【小小兵】還未正式上映前，就引起了廣大的討論。保護級電影是指「未滿六歲之兒童不得觀

賞，六歲以上未滿十二歲之兒童須由父母、師長或成年親友陪伴輔導觀賞。」當【小小兵】被列

為保護級的消息一出，馬上引起軒然大波，許多家長紛紛表示不滿。

小小兵的造型可愛討喜，被視為是孩童取向的電影，有不少小粉絲，由於被列為保護級，導致不

少家長暑假帶孩子進電影院觀看【小小兵】的計畫泡湯。官方審查將【小小兵】列為保護級的理

由是部分劇情涉及偷盜，且部分對白有混淆價值觀的疑慮。對於這件事，片商則表示難以理解，

尤其是之前的【神偷奶爸】被列為普遍級，不知道為什麼這次會列為保護級。

在其他國家，像是日本、韓國均為普遍級，美國則是PG（Parental Guidance Suggested），

類似保護級，但是只要有家長陪同，小孩不管幾歲皆能觀賞。台灣在電影分級制度的年齡限制上

有不少的爭議，常被批評過於死板，普遍被認為有調整的空間，可以趁這次事件，好好為台灣的

電影分級制度做一個總體檢。

 

小小兵熱　風靡全球小小兵熱　風靡全球

在商業上，【小小兵】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全球票房突破十億美金，在動畫片僅次於【冰雪奇緣

】（Frozen），而琳琅滿目的周邊商品也瘋狂熱銷。小小兵可愛的模樣深受大家的喜愛，擁有不

少死忠的粉絲，相信在未來幾年內，這股小小兵熱還會持續下去。

蘿蔔自拍照。（圖片來源／環球影片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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