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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病魔抗争一年
一个月前还曾来中国

过去一年，95岁高龄的斯坦·李一直
患有肺炎并伴有视力问题。今年1月31
日，斯坦·李曾突发心脏病在家中病倒，表
现出呼吸急促，心跳不规律，被紧急送往医
院。后来，斯坦·李于3月对外公布了一则
视频，表示自己正在和肺炎作斗争，不过身
体状况还不错。而就在一个月之前，十一
假期期间，斯坦·李还来到中国参加了“斯
坦·李（上海）动漫宇宙展”。

从2008年的《钢铁侠》开始，漫威独立
筹拍的电影，到目前的《毒液》为止，已经出
品19部电影。短短的9年时间，19部电
影，每一部都票房大卖，口碑火爆。迄今为
止，这些作品的全球收益已经超过100亿
美元，其中数十亿美元的收益来自玩具、商
品和香水。其中部分收益还来自“海上漫
威日”（Marvel Day at Sea）的游艇展览。
2009年，迪士尼以40亿美元收购漫威，如
今看来这笔投资真是赚得盆满钵满。这一
切的幕后推手都是斯坦·李。

与动漫结缘一生
创作出众多漫威英雄

1941年，斯坦·李生平第一部作品问
世，即《美国队长》系列漫画的第三部。1961
年11月开始，在搭档漫画家杰克·科比的协
助下，他创作了《神奇四侠》《蜘蛛侠》《钢铁
侠》《雷神托尔》《绿巨人》《X战警》《奇异博
士》《超胆侠》等漫画作品。1972年，斯坦·李
成为漫威漫画公司的发行人和董事长，直到
1998年他离开漫威漫画公司。

20世纪 90年代末，斯坦·李成立了
“斯坦·李传媒”公司，但这家公司于2001
年破产。2002年，他又与人合作创办了
POW！娱乐公司，该公司2017年被中国
综合性文化产业集团承兴国际收购，斯坦·
李担任公司创意总监。2011年1月4日，

88岁的斯坦·李留名好莱坞星光大道。
影视方面，他相继客串出演了《蜘蛛

侠》《X战警》《神奇四侠》《钢铁侠》《美国队
长》《雷神托尔》《无敌浩克》《复仇者联盟》
《超凡蜘蛛侠》《超能陆战队》等电影。据
悉，斯坦·李已完成《复仇者联盟4》的客串
拍摄，明年这部集大成之作将成为他的大
银幕绝唱。

与中国携手创新
未了心愿是中国英雄

斯坦·李2017年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
时，曾透露“将创造中国英雄形象”，而就在
不久前，斯坦·李又通过官微表示，他们一
直想创作一个中国的超级英雄！正当他在
为此事头疼时，意外地发现了邓紫棋。邓

紫棋的歌声是斯坦·李创造的源泉。而在
10月2日，斯坦·李工作室也第一时间曝
光了这个新的超级女英雄。由漫威之父创
造出的漫威英雄角色，不论是穿着还是动
态都和原型邓紫棋极为相似。

海报中的新女英雄在舞台的荧光灯下
显得非常华丽，一头橙色的头发非常干练，
手拿着的武器非常像演唱会上粉丝们打
call用的荧光棒，在女英雄的左手手腕上，
还戴着邓紫棋经常佩戴的星星手链。而且
斯坦·李本人并没有对这位女英雄命名，而
是在微博中向国内网友们征集名字，这一
举动也展现了斯坦·李对着这位女英雄的
重视。

殊为遗憾的是，斯坦·李创作中国英雄
的愿望还未能实现，他自己却先倒下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帆

斯坦·李不仅创造了漫威宇宙中的超
级英雄，他自己也喜欢在有关超级英雄的
影视作品中客串一把。通常，他会在影视
作品中，以乘客、路人、邮差、警察等各种身
份出现，多则一两句台词，少则一个镜头，
甚至仅仅是出现在片中的一张海报上。

从《绿巨人》开始
他曾客串过39部影视作品

据统计，从1989年《不可思议的绿巨
人》开始，斯坦·李曾先后客串过39部漫威
影视作品，由于在最近几部漫威电影中，他
总是出现在影片结尾的彩蛋中，因此，漫威
迷都亲切地称老爷子为“彩蛋爷爷”。

比如，近日正在国内热映的漫威电影
《毒液：致命守护者》，最爱客串的“漫威之
父”也照例有露脸。他在影片最后一刻登
场，边遛狗边告诫男主不要放弃。而且，他
还机智地看穿一切，特地强调了“你们”。

《毒液》并非绝唱
还有四部客串电影将上映

“彩蛋爷爷”走了，但《毒液》并非他的
绝唱。在今年即将上映的《无敌破坏王
2：大闹互联网》《蜘蛛侠：平行宇宙》中，
漫威迷将再次看到斯坦·李的友情客串，
两部影片分别于11月21日、12月14日
在北美开画。此外，在明年上映的《惊奇
队长》《复仇者联盟4》中，也会看到斯坦·
李的身影，两部影片目前均已完成拍摄。

导演乔·罗素此前在接受BBC采访
时曾称：“因为斯坦·李不喜欢飞来飞去，
所以如果有几个影片是在同一个片场拍
摄的，比如《蚁人2：黄蜂女现身》或《复
仇者联盟4》，那我们就把他客串的镜头
一起拍摄了，让他一天就全搞定了。他
在片场特别棒，人人都爱他，当他在大银
幕上客串出现时总会引发观众的热烈回
应。” 华西都市报综合报道

我的座右铭就是
“Excelsior”，这
是一个古老的词，
意思是“朝着更光
辉的伟业向上、前
进”。勇往直前
吧，如果是时候前
进了，就前进。没
有什么天长地久，
抓住眼前。

——斯坦·李

斯坦·李夫妇
相濡以沫70年

离世仅仅相隔一年

95岁的斯坦·李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去
世，他的妻子琼安·李
则在 2017 年 7 月 6 日
离世，享年93岁。两人
相濡以沫70年感情不
降温，相继离世仅隔一
年。

琼安·李与斯坦·
李于1947年12月5日
步入婚姻殿堂，两人携
手走过了近70年的时
光。斯坦·李曾在两年
前向媒体讲述过两人
结识的故事。琼安在
二战时与一位美国大
兵有过一段婚姻，但这
段婚姻并不愉快，而斯
坦·李对琼安一见钟
情，两人迅速坠入爱
河。琼安与丈夫离婚
后仅仅一个小时，便与
斯坦·李在隔壁的屋子
结婚。

事实上，琼安对斯
坦·李的漫画事业颇有
助益。最初，斯坦·李
的漫画生涯并不顺利，
在 1941 年创作出《美
国队长》后一度陷入创
作瓶颈。婚后，在琼安
的鼓励下，斯坦·李潜
心创作，与搭档漫画家
杰克·科比一起，终于
创作出了经典漫画《神
奇四侠》，以及随后的
《绿巨人》《钢铁侠》《X
战警》等美漫经典。

“漫威之父”走了！
难道他中了“灭霸响指”？

斯坦·李享年95岁，生前曾想打造中国的超级英雄

业界大佬发文致哀
再见了！超级英雄

漫威影业主席凯文·费奇：没
有人比斯坦·李对我的职业生涯以
及我们在漫威所做的一切影响更
大。斯坦留下了一份非凡经久的
遗产。我们和他的女儿，他的家人
和他的数百万粉丝一同致以怀念。

DC官推：他改变了我们看待
英雄的方式，现代漫画将永远铭记
他不可磨灭的印记。他那富有感染
力的热情提醒了我们热爱这些漫画
故事的初心。Excelsior，斯坦。

迪士尼CEO罗伯特·艾格：斯
坦·李和他创造的人物一样出色。
作为漫威粉丝的超级英雄，斯坦拥
有激励、娱乐与联结的力量。

中国香港影星成龙：Stan
Lee，又一位传奇离开了。很多年
前在美国遇到他，我是粉丝见到偶
像的心情，他当时说希望跟我一
起，做一部中国超级英雄的电影。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希望能把
这个愿望实现。再见了，超级英
雄。感谢您留给全世界观众的英雄
梦想，它一定会被继续传承下去，
永远不朽。

“漫威英雄”纷纷悼念
没有你，哪有我？

“金刚狼”休·杰克曼：“我们失
去了一个创意天才，斯坦·李是超级
英雄界的先锋力量。我很骄傲能成
为他的遗产的一小部分……能帮助
把他的角色之一变得鲜活。”

“美国队长”Chris Evans：“世
界上再也不会有另外一个斯坦·李
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为所有
人奉献了冒险、逃离、安慰、自信、
勇气、力量、友谊和换了。他所散
发出的爱与友善将会给很多、很
多、很多人带去不可磨灭的印记。
Excelsior！”

“死侍”瑞恩·雷诺兹：“天啊，
安息吧，斯坦。感谢你所做的一
切。”

“冬兵”塞巴斯蒂安·斯坦：“谢
谢你，伟大的传奇，我们会想念
你。没有你，就没有如今的我。”

“蜘蛛侠”汤姆·霍兰德：“我们
有那么多人都从他身上获益，而没
有人比我由他获益更多了。漫威之
父给了很多人快乐。这是多么好的
人生和成就啊。安息吧，斯坦。”

目前，由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
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省委
宣传部、省精神文明办、省教育厅、四川
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四川日报、封面新
闻、华西都市报承办，省美协、省书协、省
青少年文联协办的2018首届青少年“四
川历史名人书画传习”活动，正在面向全
国大、中、小学青少年征集毛笔书法作品
和国画作品。

选手报名作品必须以大禹、李冰、落
下闳、扬雄、诸葛亮、武则天、李白、杜甫、

苏轼、杨慎等首批十位四川历史名人为
创作素材，既可以书写上述十位历史名
人的名篇、名句，也可以为上述十位四川
历史名人画像，或者结合他们的诗词文
章意境写景、造像或画意。

经过近两个月的作品征集，来自全
国大中小学的书画爱好者纷纷报名参
加。他们中，有人通过书写诸葛亮的《诫
子书》，感受诸葛亮的品格高洁、才学渊
博；有人通过苏轼的《方山子传》，表达对
特立独行性格和人生取向的赞赏；有人

为十大名人画像，用国画勾勒名人风骨，
一展对传统文化的纯粹热爱。

本次活动作品征集将持续至11月
30日，也就是说，距离征集时间截止还
有半个多月时间。11月13日，记者从活
动组委会获得了一组数据：截至11月13
日，从报名选手人数来看，小学生仍占主
力，占比高达65.07%。其中，四至六年
级的小学生组别，占据总报名人数的
41.84%，人数最高。

早前进行数据统计时，大学生组别

还在四个参赛组别中排名第三，经过多
日的报名，中学生组别人数成功反超大
学生，是大学生人数的1.12倍。值得一
提的是，本次报名选手中，四个组别在男
女比例上出奇地一致，均是女生人数大
于 男 生 人 数 ，女 生 人 数 总 占 比 为
63.73%。女生已经成为参赛主力！

想要参加活动的青少年书画爱好
者，要抓紧时间创作、报名咯！即日起，
手机下载封面新闻客户端，进入【我
的】-【封蜜club】“2018首届青少年四

川历史名人书画传习”，或者扫描下方二
维码，即可报名。还可加入活动QQ群
（362117703、721447972）咨询详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报名参加

扫二维码

威大片《毒液》正在国内热映，漫
威帝国的“老大”却突然走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获

悉，美国漫画界元老级人物、“漫威之父”斯
坦·李于当地时间11月12日在好莱坞一
家医疗中心去世，享年95岁。当日，他因
紧急情况在洛杉矶被送往雪松-西奈医疗
中心，短时间后被宣告死亡。

美国队长、蜘蛛侠、绿巨人、雷神、钢铁
侠、奇异博士……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漫
威宇宙超级英雄，都诞生在斯坦·李的笔
下，他为无数人编织了充满想象的奇妙世
界，也为漫威影业取得标志性地位。正当
这位创意天才着手打造中国的超级英雄之
时，却被病魔击倒离世，只留下一段传奇。

“四川历史名人书画传习”活动报名时间仅剩半月

女生成参赛主力 小学生稳居榜首

漫威迷称他“彩蛋爷爷”

原来老爷子最爱客串

◀《奇异博士》，
2016年。当奇异
博士因打斗而贴
到车窗上时，斯
坦·李客串的公交
车乘客，正看着手
上的一本《知觉之
门》，并笑道：“哈
哈，真好玩。”

漫

（Excelsior：精 益
求精——编者注）

看斯坦李客串集锦

扫二维码

◀《美国队长 3：
内战》，2016 年。
在本片的最后一
幕中，斯坦·李客
串 了 一 名 快 递
员。

◀《X 战 警 ：天
启》，2016年。斯
坦·李客串了一
名受惊的路人，
而在他身边的是
她真实生活中的
妻子。

斯
坦
·
李
和
他
笔
下
的
漫
威
英
雄
形
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