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速公路上持续多日的大堵车，
令困守的车主们步入了另一种常态生

活；摄影师在公园里偶然拍下一张照片，洗
印的照片不断放大，第一印象被骇人的细节
逐一摧毁；在古罗马行省的竞技场和现代巴
黎，两场三角恋情同步交错展开，最后消逝于
同样的大火……在科塔萨尔笔下，现实与幻
想交织，时空秩序犹如充满变化的万花筒，
冥冥中存在奇异、神秘、荒诞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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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独自站在爱尔兰的海
边。来这里是为了实现科林生前的

一个愿望，一个被所有人都遗忘在角落的
愿望。没有一个人支持“我”，在他们眼中，
这只是“我”无法和过去告别的借口。“我”
只能依靠自己，直到爱德华贸然闯入“我”
的生活……阿涅丝·马汀-卢根有六年儿童
临床心理学专家的经验，之后投身文学，她
将解剖人物心理的特长融入了文字之中，她
的小说，深受法国读者喜爱。

《咖啡+阅读=幸福》

作者：[法国]阿涅丝·马汀-卢根

出版单位：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7年4月

汽车公司高管遭遇危机，被媒体穷
追猛打，工人消极怠工导致流水线停

顿，寄予厚望的新车型不得不增加成本，下线
销售之前又遭到无良经销商的敲诈……在这
里，你能看到技术的发展、工人的生活、流水
线的残酷，以及公司与工会的斗争。本书是

“社会问题小说家”阿瑟·黑利的经典行业小
说，作品曾被翻拍成电视剧，在美国引起收视
狂潮，甚至影响到美国的汽车销售。

《汽车城》

作者：[加拿大]阿瑟·黑利

出版单位：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8月

84岁的老父亲要与36岁的“波提
切利的出水维纳斯”——瓦伦蒂娜结

婚了。为了拯救老爸可预知的人生大难，两
个女儿薇拉和娜杰日达决定搁置长期的感
情不和，联手把移民工程师父亲从体态丰
满、风骚妖艳的淘金者瓦伦蒂娜手中解救出
来。而这位火辣的新娘也不是省油的灯！
不料这场两姐妹驱逐瓦伦蒂娜的战争逐步
掀开了一段家族秘密，牵出一连串悲喜交加
的往事……9

《乌克兰拖拉机简史》

作者：[英国]玛琳娜·柳薇卡

出版单位：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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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立功

进口大片碾压国产片的惯例，2018开年遇
到逆转，好莱坞投资2亿美元的《星战8》，1月5
日登陆内地院线，首日就被上映已8天的国产片
《前任3》以单日1.4亿元票房对首日6500万元
票房的绝对优势碾压，截至本周三，《前任3》对
《星战8》的票房比是15.49亿元对2.28亿元。

要知道，此前《星战8》自去年12月15日在
北美和世界多地上映以来，一路票房滚滚，至进
入中国内地市场时，收获已达11亿美元之巨。

续作对续作，在超越自我的同时也面临一
个超越对手的衡量指标，何以表现世俗生活的
《前任3》大胜表现星际科幻的《星战8》？“高处不
胜寒，何似在人间”的中国人传统心理取舍外，
一个重要原因是，《前任3》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作
为观影主流人群的80、90后都市青年感情生活
的某些侧面，传递出了大众流行文化的情绪和
属于个体的喜怒忧乐，种种爆笑情节让观众有
一次轻松观影的体验。

与《前任3》的辉煌相比，另外两部几乎同期
上映的以时代青年内部情感生活为表现内容的
电影《二代妖精之今生有幸》《解忧杂货店》发挥
仅属正常，上映14天分别收获2.82亿元和2.21
亿元的票房。

从形式上看，《二代妖精之今生有幸》讲了
一个人妖跨界相恋的故事，《解忧杂货店》则打
乱时空，把过去和将来变成相对，让人物和故事
在其中自由出入，这些，都可视作一种亦魔亦
幻。但是，爱情、亲情以及对理想、事业的追求，
这些青年人情感生活的元素却是共同的。

去年年底的12月28日，《解忧杂货店》导演
韩杰曾偕主演董子健、李鸿其亮相郑州，29日，
《二代妖精之今生有幸》主演郭京飞亦亮相郑
州。两部电影的主创与观众的现场交流毫无违
和，从中可以看到年轻的中国电影人与观众从
生活状态到趣味情感的零距离和水乳交融，这
种对生活的“融入”或许正是国产青春电影过去
一年稳步向好的内在性根本原因。9

选侃一周

□吕冠兰

2014 年初，曾参与《人在囧途》剧

本创作的编剧田雨生推出自己的处

女作《前任攻略》，这部由韩庚、姚星

彤和郑恺主演的爱情轻喜剧最终取

得 1.3 亿元票房，成为当年的一匹票

房黑马。2015 年，田雨生再接再厉，

推出由郑恺、郭采洁和张艺兴主演的

《前任 2：备胎反击战》，虽然收获 2.52

亿元票房，却败在了口碑上。于是

乎，沉寂多时的田雨生痛定思痛，于

2017 年底推出该系列的第三部《前任

3：再见前任》，并请回韩庚和郑恺担

任主角，希望借此打个翻身仗。

仅以票房论，《前任 3》就赢了，截

至 1 月 4 日，上映 7 天，票房超 7 亿元，

以每天平均 1 亿元的速度高歌猛进，

目前已破 15 亿元。但内容和前两部

系列比，虽无直接联系，趣味却统一，

以搞笑段子为抓手，以博笑观众为准

绳。

《前任 3》讲述由韩庚和郑恺饰演

的主人公孟云和余飞，在和女友分手

之后，重回单身生活，不亦乐乎。总

体来讲，该片前半部分搞笑，适合男

性观众看；后半部分煽情，适合女性

观众看，最终达到男女通吃，皆大欢

喜。这大概便是元旦 3 天假期期间，

《前任 3》能够取得超 3 亿票房的重要

原因。毕竟，《芳华》太文艺，《妖猫

传》太严肃，《妖铃铃》太低俗，《二代

妖精》太胡扯，像《前任 3》这般都市情

感、饮食男女的爱情喜剧，让观众大

笑之余，有些许感动，才有过节的气

氛。

田雨生是编剧出身，自然知道编

剧之于剧本的重要性。他成立的圣堂

工作室，便是以编剧为主要力量的公

司。《前任》系列，都是由圣堂工作室编

剧。圣堂工作室的工作模式便是大编

剧带领一帮小编剧进行集体创作，大

编剧把握方向，小编剧提供创意，制造

笑点，这样一来，《前任》系列能够金句

频出也便顺理成章了。9

□黑王辉

卢卡斯影业的《星战》系列，被誉

为“电影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可以说

它不仅是美国文化精华的集中展示，

更影响了好莱坞电影的发展进程，后

来的《指环王》《回到未来》《阿波罗

13》等经典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

自 1977年首部《星战》上映以来，近 40

年里，《星球大战》已经影响到美国民

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全球也有着持

久的影响力。该系列前 6 部创下 42.3

亿美元的票房，其中有 4 部进入全球

票房前 20 名。迪士尼能够在 2012 年

以 40.5 亿美元收购卢卡斯影业，其中

最重要的原因便是看中《星战》这个大

IP。事实上，《星战》也没有让迪士尼

失望，重启之后的《星球大战 7》在全

球取得超过 20 亿美元的票房佳绩，让

迪士尼赚得盆盈钵满。而今的《星战

8》，即《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

虽然换了导演，仍取得开门红，上映仅

半月，就以 5.33 亿美元和 10.4 亿美元

的票房佳绩，分获北美票房年度冠军

和全球票房年度亚军，吸金速度让人

咋舌。

作为重启之后正传系列的第二

部，《星战 8》承接《星战 7》的剧情，由

青年演员饰演的蕾伊、芬恩、波·达默

龙等角色续写着《星战》传奇，同时也

见证着他们的青春和成长。以往的老

角色，随着韩·索罗在《星战 7》中不幸

遇难，莱娅公主的饰演者凯丽·费雪于

去年年底离世，卢克·天行者也终于在

《星战 8》中原力散尽，和光同尘。在

迪士尼手中，新老交替的《星战》主要

角色较好地完成了接力。由黛西·雷

德利饰演的蕾伊虽然拥有强大的原

力，却并非名门之后，纯粹是“山窝里

飞出的金凤凰”，正代表着重启的续作

与原作之间截然不同的气质。“最后的

绝地武士”当然指的是卢克·天行者，

他是绝地武士的代表人物，也是前 6

部最为重要的角色之一。随着卢克·
天行者的去世，新生代已经完全挑起

《星战》大梁，迪士尼也终于借尸还魂，

完成了对《星战》的创造性改编，使《星

战》成为迪士尼的又一大赚钱利器。

由此，《星战》系列在迪士尼手中

也彻底商业化。差强人意的剧本、尚

能自圆其说的故事，配上惊艳的特效，

虽然使得《星战 8》颇具观赏性，足以

吸引观众的观影兴趣，但精神上却已

与前作系列渐行渐远。

不仅《星战》系列，漫威的超级英

雄，皮克斯的动画，也呈现出这般趋

势，在被迪士尼收购之后，都渐渐失却

了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近来，迪士

尼又谈拢了收购 20 世纪福克斯的事

宜，越来越多的电影 IP 归于迪士尼麾

下，迪士尼正在创造着自己的文化帝

国，这对于好莱坞电影业来说，不知道

是幸运还是悲哀。9

□张魁兴

2017 年中国电影总票房最

终定格在 559.11亿元，可以说是

收获颇丰的一年。在市场强劲

反弹的过程中，中国电影也迈入了新

时代。特别是《战狼 2》创下 56.8 亿元

的好成绩，是迄今为止中国影史上的

单片票房之最。

如果不说总投资数和电影总数，

559 亿元可谓成就喜人。但如果总体

看，中国电影似乎还没有进入盈利期。

2017 年 ，全 国 生 产 电 影 故 事 片

798 部、动画电影 32 部、科教电影 68

部、纪录电影 44 部、特种电影 28 部，

总计 970 部。而 2017 年在影院上映

的新片数量，包括进口片在内，总共

是 483 部。也就是说，仍有一半国产

片是进不了影院的，连“一日游”的机

会也没有。而且，即使上映也不一定

就有好运，《花鼓情》总投资 150 万，

票房只有 1 万元；《爱情邮局》千万元

的投资，票房只有 15 万；《故乡面·参

花情》票房只有 169 元，还不够剧组

一顿饭钱……这样的“成绩”，极端而

残酷。

2017 年中国电影的总投资是多

少，目前还没有查到准确数据，因此无

法算清中国电影的投入产出比。如果

总投资是 970 亿，那投入产出比就是

0.57；如果总投资是 559 亿，那投入产

出比也才达到 1。而中国电影的实际

投资情况如何呢？按照大投资大制作

大产出的惯例，中国电影的实际投资

应该不会少于 559亿，很可能超过 970

亿，因为电影行业目前热钱仍然很多。

多数电影的命运是保本以下，赚

钱的只是少数翘楚，这就是中国电影

行业目前的总体情况。在北京大学文

化产业研究学院副院长陈少峰看来，

目前电影行业竞争激烈，两极分化现

象尤为突出，“只有 5%左右的电影做

得比较好一点，另外 10%左右的电影

做得一般，剩下的基本就不行了。”

可以说，中国电影行业目前还是

粗放式经营，整体上还没有找到盈利

的渠道。

中国电影在市场经济中要学的东

西太多了，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电影的

距离不是一两部《战狼 2》就能拉近

的，中国电影的发展还任重道远。9

中国电影的投入产出比是多少？

《前任3》：饮食男女的爱情喜剧

《星战8》：商业化了的绝地武士

●由知名演员陈奕迅、李荣浩、李一桐等主
演的国产动作喜剧电影《卧底巨星》，今日将与
观众见面。该片讲述了功夫巨星元豹（陈奕迅
饰）被怀疑与泰国黑帮有染，警方设计，让铁杆
影迷铁柱（李荣浩饰）前去卧底探查真相，没想
到由此牵扯出圈内一系列“不能说的秘密”。

●由美国派拉蒙影业公司发行，著名影星
马特·达蒙、朱丽安·摩尔联合主演的悬疑片《迷
镇凶案》将于今日登陆中国内地院线。该片讲
述了上世纪50年代美国一个平静小镇上发生
的一起凶杀案，以及与此伴生的一系列暴
力和阴谋。影片2017年 9月2日曾
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9

▲ 电影《卧底巨星》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