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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青春止不住
“少女”已过亿元关

《火锅英雄》
定档明年愚人节
□记者 王峰

（单位：元人民币）

累计票房 1.27
亿（截至昨晚）
年 11
月上映
2015
《我的少女时代》
累计票房 393.7
万
年 10
月上映
2015
《十七岁》
累计票房 244
万
年 月
6 上映
2015
《听说》
累计票房 1066.6
万
年 10
月上映
2014
《等一个人咖啡》

累计票房 888.6
万
年 月
6 上映
2013
《逆光飞翔》
累计票房 7650
万
年 月
1 上映
2012
《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累计票房 2065
万
年 月
3 上映
2009
《海角七号》

大陆票房
部分台湾青春片
□王不动

胎？为什么那些充满小巧思
11 月 19 日上映后，
《我
的细节和少男少女懵懂心思
的少女时代》票房已过亿，远
的影片不被我们垂青？
《我的
超 2012 年《那些年，我们一
少女时代》上映后，不少电影
起追的女孩》在大陆创下的
人发出了上述疑问，不过圈
7650 万的纪录，成为目前在
里也流传出两个故事——
大陆最卖座的台湾电影。虽
1.某青春片编剧在知乎
然这个成绩并不显眼，但要
上回答影片剧本出炉过程，
知道，和它同期的《饥饿游戏
3（下）：嘲笑鸟》的票房也刚 “一桌子人，围着修改好的剧
本讨论，这里情节太平淡，要
刚过亿，而且截至昨晚，它的
票房还没《我的少女时代》 有 一 个 高 潮 来 推 进 剧 情 发
展，那里就要一个情感爆发
高。一部是面向全球的 3D
点，整部影片不能太平，要有
大片，一部是描述懵懂初恋
点……”所以分手、吵架、堕
的台湾小清新，虽然都是描
胎、出国留学等“能够促进情
写“少女那点事儿”，但后者
节发展”
的元素被加进剧本。
似乎更得大陆观众的青睐。
2.赵薇在谈到《致青春》
2012 年，
《那些年，我们
的创作时说道，欧美 200 年
一起追的女孩》引领了青春
的进程，中国用 30 年时间走
片风潮，随之引领了大陆青
来，片中角色的遭遇都是人
春片风潮，当“青春片”几乎
们现实中的真实遭遇。
成了大陆影坛沉疴时，
《我的
我们的青春片需要高
少女时代》又一次为这个片
潮，我们的青春片需要观照
种正名。嗯，青春片，还是可
时代，提升岁月凝重感，但引
以拍得那么好看。
起好评如潮的《我的少女时
为什么我们的青春片总
代》并没有影视创作课中定
是充满狗血的爱，无奈的堕

义的高潮，男女主人公也没
照，刘德华本来就是陈玉珊
有爱得死去活来，导演陈玉
的偶像，只是嫁接到“林真
珊展现的大多是初恋少年的
心”身上了，再加上陈玉珊多
小心思。不过话又说回来， 年偶像剧的造诣，打造出一
难道台湾校园就如电影中那
部商业点精准，又直指少女
么纯情？以《九降风》获得金
内心的影片也是情理之中。
马奖最佳原创剧本奖的导演
和《那些年，我们一起追
林书宇曾介绍，
“你说台湾高
的女孩》一样，
《我的少女时
中女生没有堕胎的吗？一定
代》获得了“幼稚、庸俗，但就
也有，还有人因为联考压力
是好看”的评价，不用担心它
而自杀。但我们创作者在面
会带坏电影市场。虽然此片
对青春的时候，是带着缅怀
大火，总票房超 4 亿新台币
的心情在看待，没有那么多 （约 8000 万人民币）成为今
的愤怒，就像怀念初恋一样， 年的台湾票房冠军，但在刚
自然会比较阳光和温柔。”青
刚结束的金马奖上，只有女
春片原本是要激发观众的青
主角宋芸桦获得了最佳女演
春荷尔蒙，但一些电影人激
员的提名。既不否认一部影
发的却是观众的肾上腺素。
片的大热，又把奖给了应该
嗯，一边是用成人眼光
给了侯孝贤，在商业和艺术
打量青春片，一边是站在自
面前，台湾电影人总是能拎
己的角度来缅怀初恋时光， 得清。
虽然拿出来的都是产品，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台
味道的确不一样。导演陈玉
湾电影会从此困死到“小清
珊也毫不避讳地说，片中“林
新”里吗？这是另外一个话
真心”的追星、追男神、神经
题了，
日后再表。
大条等特质都是她本身的写

昨日，电影《火锅英雄》在北
京 举 行 定 档 发 布 会 ，宣 布 将 于
2016 年 4 月 1 日上映。该片由陈
坤、白百何、秦昊、喻恩泰领衔主
演，杨庆执导，是一部用“巧合”来
编织剧情的黑色幽默电影。
在布满防空洞的重庆，三个
从初中就“厮混”在一起的好兄弟
合伙开着一家火锅店，
由于经营不
善，几人落得只能转让店铺还债。
为了店铺能
“卖个好价钱”
，
三人打
起了
“扩充门面”
的主意，
自行往洞
里开挖。没想到，
在扩充工程中却
凿开了银行的金库，
看着眼前随手
可得的现金，
在
“拿钱还是报案”
的
思想拉锯战中，
三兄弟偶遇初中时
给老大写过情书、现在在银行上
班的同学于小惠……
导演杨庆曾经执导电影《夜
店》，对于这次的《火锅英雄》，他
表示：
“这其实是一部没有小鲜肉
的江湖义气青春片。”监制陈国富
总结，
《火锅英雄》片如其名，既有
着火锅一样的麻辣口感，又有着
火锅食材般的丰富多元。

新媒体电影《血橙》
在郑开机
□记者 王峰
前天，新媒体电影《血橙》在
郑州开机，该片是为年轻观众打
造的线上电影，由《中国好声音》
学员毛泽少主演。
据介绍，
《血橙》是一部惊悚
推理电影，毛泽少饰演的恐怖小
说写手张萌为了寻找灵感，和两
个追求者去了一个神秘村庄，路
上在向一个老奶奶问路时买了几
个血橙，到村庄后却发 现这里一
个人都没有，而每户村民门口都
撒满了糯米……据出品方介绍，
之所以将其打造为新媒体电影，
是因为目前的传统电影制作和发
行成本日益上升，新媒体的出现
拓宽了电影的传播渠道，而消费
者面对新媒体也拥有了越来越大
的选择权、控制权和参与权，从而
使得新媒体电影商机无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