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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时起，“中年妇女”似
乎变成一个贬义标签，人人唯
恐避之不及。但在作家张楚
看来，中年是女人最美的一
个阶段，退去少女时期的青
涩，浑身散发着水果熟透的
迷人香气。她们对生活、
家庭、爱情、事业都有自
己的看法，不会轻易被
动摇，游刃有余地在自
己的天地大展拳脚。

张楚是河北文
坛“河北四侠”之一，
出版有小说集《樱
桃记》《七根孔雀
羽毛》《夜是怎样
黑下来的》《野
象小姐》等，曾
获鲁迅文学
奖、郁达夫
小说奖等。
12月4日，
张楚携最
新 小 说
集《中
年 妇
女 恋

爱史》在郑州松社接受了大河报·
大河客户端记者专访。

张楚的写作，如同北方平原
上萌生的植物，令人觉得踏实和
亲切。他记录了这个时代的生存
状态，审视着人们的精神困境，既
有强烈的可读性，又有引人深思
的指向性。

小说《中年妇女恋爱史》以每
五年（或六年）作为一个时间单
元，以“编年体”叙述了主人公茉
莉从少女到中年的“恋爱史”。她
从风情万种到人财两空，她的生
活充满着喧嚣与骚动，在婚姻中
颠沛流离，尝过不同味道的身体，
却找不到一点意义。

朋友说张楚的小说都有原
型。的确如此，张楚的作品大多
离生活很近，是第一手生活素材，
他认为生活给我们的警醒和暗示
更直接。

鲜活的生活素材源于张楚丰
富的生活阅历以及对人极其细微
详尽的观察，他十分愿意俯下身，
将自己真正嵌入生活的肌理中，
耐心巡察每一位普通人的闪光点
与伤痕。“你们正在采访我，我也
在观察你们，通过你们的衣着举
止判断你们的性格。”

在《中年妇女恋爱史》小说集
中，张楚描写了很多饱满多彩的
女性形象，作为一位男性作家，他
对当下女性的生存状态的观察与
塑造细致入微。众多读者被张楚
细腻的笔触所打动。《中年妇女恋
爱史》中的小说集结起来看，是
一部献给普通人的生活史，更
是一部女性的心灵成长史。
因此，他甚至被冠上“男版张
爱玲”的称号。

“男性作家写女性有天
然短板，我不可能像女性
一样想问题。有朋友赞
美我擅长写女性，但我
还是很心虚。所以我
很少说‘她想什么什
么’，我让女人去动，
她把玻璃推开，望着
窗外，至于她具体
想什么，我不写
了，让读者去琢
磨。”张楚说道。

《营救汪星人》又上映了
《龙猫》带你缅怀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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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复映片早期出名的
要算是王家卫的《东邪西毒：
终极版》，2009年，王家卫所
在的泽东公司将《东邪西毒》
进行了数码修复后在内地上
映，王家卫的文艺情怀再加
上港片爱好者的趋之若鹜，
使得该片获得了2592万的
票房，堪称一次成功的营
销。2012年，詹姆斯·卡梅
隆的经典影片《泰坦尼克号》
以3D版上映后收获了9.48
亿的票房，随后即带起了一
阵复映潮。据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统计，近年来有
《大话西游》、3D版《功夫》、
3D版《一代宗师》、《甜蜜蜜》
等影片，不过除了《一代宗
师》获得了9700万票房外，
其他影片的反响都一般。

电影《营救汪星人》出现
在了全国院线的12月排片
表上，细心的影迷也许还记
得该片原定于今年国庆档上
映，上映期间获得不到200
万票房后临时撤档宣布择期
上映。事实上原定于2018
年大年初一上映的《营救汪
星人》曾经历过多次改档，如
今还有消息称它又要改档到
2019年1月11日，但即便上
映，在强片如云的电影市场
中，它还能收获多少票房？

业内人士认为，一些经
典影片是有必要复映的，也
许当时碍于技术原因不能达
到高清画质，又或者由于种
种原因未能在内地上映，比
如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张
艺谋的《红高粱》，还有12月
14 日 在 国 内 公 映 的《龙
猫》。《龙猫》重映的消息曝光
后，网上掀起一阵“龙猫热”，
有关《龙猫》与宫崎骏的解读
和讨论，更成为社交媒体的
热门话题。许多影迷都在网
上留言，回忆初看《龙猫》时
内心的震撼与感动，希望能
尽快通过大银幕与《龙猫》重
逢。

但近年来，很多上映时
就反响平平的电影连接复
映，就是明显的圈钱了。据
不完全统计，仅在2017年就
有9部国产动画片选择了复
映，它们大多是两年内曾公
映的影片，即使选择了复映，
也只有两部票房过千万。

也许有观众会不明白，
决定一部电影哪天上映的因
素有哪些？据介绍，一般影
片的发行方和出品方会分析
数据，考虑市场和影片类型

来 物
色 合
适的档
期，各地
院线也会
反馈各自
的意见，最
终上报到国
家电影局进
行审批档期，
国产电影一般
的正常上映档期
是一个月，但如果
票房表现特别优秀
的话，发行方会申请
延长档期，《捉妖记》
《前任攻略3》《战狼2》
都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但一旦同档期竞争激
烈，就会有大批影片遭到

“影院一日游”的待遇，因
此从某种角度说，档期是片
方决定的，而放映多久，放映
多少场是院线根据市场来调
节的。“从本质上讲，档期还
是由观众决定的。”电影人闫
珉表示。

电影人高明认为，复映
片之所以流行，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是当下的电影市场不
景气，缺乏新鲜血液，会让电
影片商产生吃老本的想法，
毕竟以“情怀”之名来进行营
销，会省下一大笔营销费用。

在最新发布的《规定》
中，明确了复映影片的范围，
是指取得《电影公映许可证》
或公映许可，距首次公映结
束超过两年再次进行发行放
映的国产电影，另外还要求
影片的复映应严格保护各版
权相关方的合法权。根据这
条规定，2017年7月27日首
次上映的《战狼 2》尚不在

“可复映影片”的大名单中，
今年国庆档，一些院线组织
的《战狼2》重映活动如果按
新规就属于违规。

另外，《规定》还对复映
影片的放映规模有所限制，
全部放映范围不超过2500
个影厅，每家影院放映单部
复映影片的影厅不超过 1
个。如果这样限制放映规模
的话，《大话西游之大圣娶
亲》上映后收获1.78亿票房

的情
况 将
不可能
出现。

业内
人 士 认
为，影片复
映对振兴整
个电影市场
的作用是微乎
其微的，复映更
大的作用在于维
持那些坚持长线
放映的文艺片院
线，如果放在商业
院线中大规模地进
行复映，会让观众认
为电影人缺乏创作热
情，也会让一些质量堪
忧的影片钻市场的空
子，因此对其进行规范是
有必要的。

但也有电影人认为，
如今国产片的复映被约束
了，但进口片的复映仍缺
乏相关政策规范，如今进口
片也是一个尚待开发的估
值洼地，一旦被片商瞅准商
机，依然会暴露种种问题。

作家张楚为“中年妇女”正名：
中年是女人最美的阶段

在林林总总的电影市场中，有一种
电影很典型，也许它是经典旧片，在修
复后重新上映，如《大话西游》《东邪西
毒》，还有12月14日上映的《龙猫》；也
许它是前期上映的影片，毫无理由的下
档后突然又重新上映，比如将于12月7
日上映的《营救汪星人》。在国家电影政
策的空隙中，很多片商学习了新的生存
之道，“复映”也成为一个赚钱的途径。
但12月1日起，国家电影局发布的《国产
电影复映暂行规定》正式实施，《规定》对
于复映影片的时间、规模、程序都进行了
政策性的规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东邪西毒：终极版》 1994年 2009年 0.2592

《倩女幽魂》 1988年 2011年 0.0002

《泰坦尼克号》（3D） 1997年 2012年 9.48

《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1995年 2014年 1.78

《一代宗师》（3D） 2013年 2015年 0.97

《甜蜜蜜》 1996年 2015年 0.12

《功夫》（3D） 2004年 2015年 0.25

《英雄本色》 1986年 2017年 0.32

《麦兜响当当》 2009年 2017年 0.12

《失业生》 1981年 2017年 0.061

《大闹天宫》（3D） 1961年 2017年 0.511

《红高粱》 1988年 2018年 0.008

《阿飞正传》 1990年 2018年 0.197

《缘分》 1984年 2016年 0.138

片名 上映 复映 复映票房
时间 时间 （亿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丛博 实习生 刘袁抒

“复映”始于情怀
终于商业

新规堵漏洞
市场能否向好？

近年复映影片票房近年复映影片票房

《龙猫》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