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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线新片

《解忧杂货店》走心改编暖哭观众
由郭德纲执导，岳云鹏、吴

京、吴秀波、林志玲、王宝强、大
鹏等 33 位明星大咖出演的奇幻
喜剧《祖宗十九代》将于 2018 年
2 月 16 日（狗年大年初一）登陆
全国院线，送笑到家。

近日，郭德纲以导演身份
自撰长文，剖白电影创作心路
历程。郭德纲称过往所谓“郭德
纲作品”实际都是友情客串帮
忙，而只有《祖宗十九代》才是
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导演处女
作，并称了解自己的不足也愿
意接受大家检验。

长文中，字里行间都透露
出郭德纲导演作为一个行业新
手，对电影的敬畏之心和坦诚
姿态，“我不怕我无知，我怕我
以为我有知”、“推掉商演，推掉
节目，认真的做一件事，这个感
觉真好”。

《祖宗十九代》围绕犀利美
丑话题，讲述了立志成为作家
的土肥圆贝小贝（岳云鹏饰），
因外貌原因在现实屡屡碰壁，
后在不经意间找到尘封已久的
家谱，意外穿越至各个年代，与
祖先爆笑相遇，亲自调配自己
基因的故事。

面对相声演员跨界拍戏的
质疑，郭德纲以搭档于谦《战狼
2》50 多亿票房的成绩，巧妙回
应，直面质疑同时也一展诚恳
姿态，称相比于老师自己“接触
的晚”是新手上路。 杨阳

郭德纲首当导演
发文回应烂片质疑

醉佳导演

主演：贺军翔、江若琳
上映：1月5日

中学教师沈东宝(贺军
翔饰)，因为梦见自己获得国
际最佳导演而立志要拍摄
一部国际水准的大片，最终
通过七大姨八大姑凑够了
五万多块钱用于实现梦想，
在找资金的同时沈东宝也
在寻找适合的演员。无意间
他碰到力争上位梦想成为
大明星的千千（江若琳），最
终在她的百般献媚中，沈东
宝敲定了这个女主角……

尼斯：疯狂的心

主演：格劳瑞·皮尔丝
上映：1月5日

影片根据真人真事改
编，以 1944 年的里约热内卢
郊区的精神病医院为背景，
讲述从医学院学习归来的
女医生尼斯·达·西尔维拉
回到医院工作。在工作中，
她拒绝采用新型高强度电
击疗法和额叶切除术来治
疗精神分裂症患者，主张用
图画、小狗和爱来帮助病
人，用爱而非恐惧来治疗病
人，开启了一场巴西精神病
治疗“革命”……

只想好好
和你在一起

主演：刘思伟、杨小璇
上映：1 月 5 日

这是一个关于全职太
太方心如和她的家庭的故
事。事业成功的暖男老公，
支离破碎的旧日男友，日日
相伴的亲昵闺蜜，时时出击
的候补情敌，这一切的一切
构成了让方心如纠结而辗
转的日常。她牵扯在各种复
杂而令人难以捉摸的关系
之中，寻求着关于爱情，家
庭和未来的真相……

进口片来势汹汹

2018年在院线打头炮
的是《星球大战8》，影片上
个月在北美上映，首周末
票房2 . 2亿美元，烂番茄新
鲜度91%，成绩非常不错。

《星球大战8》的剧情紧接
《星球大战：原力觉醒》，讲述了遥
远的银河系中，强力政权“第一秩
序”袭击新共和国首都霍斯尼亚主
星之后发生的故事。有看过影片的
观众说，影片风格是“反转再反
转”，主创们在上海首映礼上表示，
这部片子完全区别于该系列此前
任何一部作品。导演莱恩·约翰逊
说：“《星战》作品很多，每个粉丝都
有权评头论足，而我能做的只是将
我最想表达的表达出来。”

在1月进口片中，同样身为续
作的《移动迷宫3：死亡解药》也引
起了网友的关注，据悉，《移动迷
宫3》即将为该系列画上句号。沿
袭了该系列的劲爆动作戏和快节
奏跑酷风，影片主要讲述迪伦·奥
布莱恩饰演的托马斯，率领好莱
坞“跑男团”在经历迷宫逃脱和末
日丧尸的生死考验后，终于迎来
最后的正邪较量。

22年前，由已故好莱坞喜剧巨
星罗宾·威廉姆斯主演的奇幻作
品《勇敢者的游戏》给众多80后影
迷留下深刻的童年回忆。老版经
典诞生了21年，索尼决定重启这个
IP，不仅延续了一年前《乌龙特工》
中“巨石”强森和喜剧演员凯文·
哈特的搭档，还邀来杰克·布莱克
等笑星能手，后者扮演由美女变
身而来的油腻大叔。《速度与激
情》系列电影让中国观众认识了
强森，他不仅成为影片的票房担
当，据闻他还要去参选美国总统，
戏内戏外都有不少话题，也大大
增加了此片的关注度。

2018年1月上映
的国产电影中，也有
不少值得期待的电
影。早在几年前拍摄
完成，却因为种种原

因没能上映的《无问西东》，终
于要在1月12日上映了。这部电
影集结了章子怡、黄晓明、张
震、王力宏、陈楚生等多位明
星。最近，章子怡凭借在《演员
的诞生》中的表现圈粉无数，

《无问西东》此时上映，恰好可
以借助章子怡的人气，票房表
现值得期待。

与《无问西东》同一天上映
的，还有一部值得关注的动画
电影———《大世界》。这部电影
是首部入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的华语动画电影，导演刘健一
人包揽了影片的编剧、导演、绘
制、音乐制作等各项工作，历时
三年才完成了这部电影。在《大
圣归来》、《大鱼海棠》和《大护
法》之后，这部现实主义风格的
动画电影能否赢得观众青睐，
值得我们期待。

纵观 1 月的新片片单，不
难 发 现 还 有 一 个 熟 悉 的 片
名———《英雄本色 2018 》。没
错，这是一部经典翻拍电影，由
丁晟执导，王凯、马天宇、王大
陆等主演。虽然导演丁晟拍出
了《解救吾先生》这样的口碑电
影，但翻拍这一部经典中的经
典，还是让人为之捏一把汗。相
较于周润发、狄龙和张国荣的
经典组合，新版的主演阵容还
是有些让人不够放心。尤其是
王大陆饰演周润发的角色，让
人有些担心。翻拍的效果到底
怎样，还得等影片上映再一探
究竟了。 本报综合

1月中外电影大混战

谁将成为票房赢家

经过整整一个月的国产电影“霸市”，又轮到进口大片“卷
土重来”锁定开年影市了。截止到发稿前，定档于1月上映的电影
多达30余部。既有《星球大战8：最后的绝地武士》、《勇敢者游戏：
绝战丛林》等备受期待的进口片，也有《无问西东》、《英雄本色
2018》、《大世界》等话题度颇高的国产电影。新一年的票房大战
打响了，谁将成为2018年的首个票房赢家呢？

国产片主打温情怀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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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日本悬疑作家东野圭吾
畅销小说改编、韩杰导演、董韵
诗监制、韩寒担任艺术指导的中
国版同名电影《解忧杂货店》已
于2017年12月29日全国上映。日
前，电影全国路演进行到济南
站，导演韩杰、领衔主演李鸿其
现身影城分享交流。导演表示当
初看原著就很打动自己，并自信
能讲好中国故事。当天李鸿其迷
妹众多，更有人向他讨生日祝
福，李鸿其暖心应允，让迷妹开
心到大脑空白。映后，观众对电
影最大的感受是“暖”，直言像得
到了“大大软软的拥抱”。

导演自信讲好中国故事

导演和李鸿其都是第一次
来到济南，但他们一来就对这座
城市有莫名的亲切感，被问及为
何选择拍摄这部作品，导演认为
其中体现了东方式的智慧，另外
故事里穿插了不同年代人物之
间微妙的关系，故事讲法很有
趣，这些点很打动他。同时导演
也表示，“我过往经验阅历的累
积帮助我更好拍摄这部小说”，
他有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
国情感，“这是本土化改编该有
的心态”。

当天李鸿其的迷妹众多，虽
然是工作日，但她们专程过来表
达对他的支持。李鸿其认为演绎
90年代的人物并不困难，“不用刻
意分辨是哪个时代，一开镜我就

是那个角色，自然而然生活就在
其中了”，一旁的导演称赞他真
的下苦功做了很多功课。有人好
奇“秦朗”的故事与鸿其的生活
有什么相似点，鸿其回忆自己在
16岁的时候毅然休学，因为内心
对表演艺术很渴望，“那些日子
是很苦的，但当初不觉得累，只
是快乐，兴趣会陪我一辈子，这
就够了”。现场女粉丝为自己的
好朋友向鸿其讨生日祝福，他暖
心地应允了，一句祝福让女粉丝
开心到大脑空白，手足无措。

观众为电影治愈力点赞

一位观众表示自己已经是
二刷了，之前平安夜点映就看
过，是电影的铁粉。她好奇影片
中“无名杂货店”是如何变成

“解忧杂货店”的，导演认
真解答，“解忧杂货店”其
实是大家赋予的名字，可
以理解为是一个绰号。现
场展开了“如果给未来的
自己写一封信”的话题讨
论，李鸿其的答案是，他
会告诉未来的自己不要
太重视结果，尽力而为，
活在当下。

映后，观众们对影片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暖”，
看完后就像“得到了一个
大大软软的拥抱”，有人
从中汲取了继续坚定梦
想的力量。也有观众认为

是“缘”，因为电影中仿佛冥冥中
有注定，所有人的缘分都串起来
了，“在迷宫一般的人生里，那些
与陌生人产生的动人羁绊，是最
曼妙的缘分”，更有观众直言，

“佛系和丧文化就靠这部电影治
愈了”。

《解忧杂货店》讲述了有一
家只要写下烦恼投进牛奶箱，第
二天就会收到回答的神秘杂货
店，在某晚被三个身在迷途的年
轻人无意闯入，没想到由此开启
了时光隧道，在与过去不断来往
的信件中链接了未来，而过去的
人与现在的人也都由此收获了
自己想要的解答。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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