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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制片人，陈辉和大多数制片人

一样，保持着随时看剧本、看电影的习

惯。大约三年前，陈辉在飞机上偶然看

到了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陈辉笑

称，其实，去年上映的《小小的愿望》的

韩国原版电影也是坐飞机时看到的。

陈辉介绍说，福建恒业制片方面

有两个部门，一个主抓原创，另一个则

主要寻找 IP 和可以翻拍的作品。

对于翻拍，陈辉一直主张寻找冷

门，并且类型鲜明的影片，而悬疑片

《误杀瞒天记》正好符合这两个条件。

嗅觉灵敏的陈辉认真地看完了

《误杀瞒天记》，但真正让他下定决心

做这个项目的是影片具有“三共”。

陈辉口中的“三共”指的是共趣、

共情和共鸣。

“《误杀瞒天记》首先是一部趣味

性十足的电影。”在陈辉看来，男主人

公设计瞒天过海的计策和警察对抗的

情节设置，对观众非常具有吸引力，让

影片非常具有可看性。

而更重要的是，在这场“猫鼠游

戏”的背后，体现出了父女情、母子情、

不同阶级之间存在社会矛盾等，都是

引发观众共情和共鸣的点，这些同样

不分国界。

此外，那时候陈辉便在心里盘算，

如果进行本土化的改编，还需要加入

华人在异域国家如何自救的共鸣点。

正是冷门、类型化明确，以及有共

趣、共情和共鸣这些特点。让陈辉下

定了做这个项目的决心。

电影《误杀》的“变形记”
■文 /本报记者 林琳

“《误杀瞒天记》是三年多前我在飞机上偶然看到的。”正是陈辉这次半业务半娱乐性质的一次偶然观影，促成了三年后这部12亿票房的《误杀》。

近日，该片的出品方，福建恒业影业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陈辉接受了本报专访，详细讲述了《误杀》从制作到宣发的全过程。

一部成功的电影来源于每个环

节、每个细节的加分。心中明确了市

场定位，手中拿着成片的陈辉自然不

会放过宣发环节中每一个给《误杀》

加分的机会。毕竟，发行是他的老本

行。

“《误杀》的发行思路是一开始就

是长线。”时至今日，记者依旧能从陈

辉口中听出当初制定这个策略时的

坚定和自信。

“这种影片不可能是一下子就

爆，我们希望它随着口碑出来慢慢

‘破圈’。”事实证明，福建恒业此次对

于《误杀》的市场规划完全正确。

基于上述策略，宣发团队把“子

弹”更多的留到了影片公映的第二

周。“其实我们在上映之前的宣传周

期很短，时间不到两周。”

陈辉告诉记者，《误杀》上映首

周，虽然也有不少新片上映，但第二

周的周末是圣诞档，市场新片非常

多，《误杀》这种需要长线放映的影

片，最怕的就是被后来的新片占据放

映空间，口碑无法持续释放。

《误杀》上映的第二周（2019 年 12
月 16 日-22 日），有《叶问 4》、《只有芸

知道》、《半个喜剧》和《星球大战：天

行者崛起》等多部影片公映。

“其实当时我最担心的《星球大

战：天行者崛起》。”陈辉回忆说：“根

据当时的信息，《叶问 4》无论如何都

会分走市场中大约 10 亿的票房，因此

战略中《叶问 4》不算我们的竞品，其

它几部影片才是。”他担心的是，《星

球大战：天行者崛起》是“星战”系列

的终结篇，虽然该系列一直在国内不

温不火，但终结篇是否会有超预期的

表现，当时还没看过《星球大战：天行

者崛起》的陈辉非常担心。“毕竟当年

《生化危机》系列最后一部在国内大

卖的情况也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

幸运的是，陈辉预想中最糟糕的

情况并没有发生。顺利通过第二周

后，可以说，《误杀》算是赢得了一场

关键性战役。

《误杀》公映后，按照事先的规

划，宣发团队投放了大量关于父女

情、母子情、家庭等关于情感的物

料。而这张“情感牌”早在影片公映

前，团队就开始着手准备。“我们通过

收集试映后的观众数据发现，观众对

于影片中涉及的家庭成员之间的情

感反应最为强烈，那时便开始计划制

作物料。”陈辉说，对于《误杀》这类口

碑片而言，如果在上映前便宣传影片

多么多么好，会非常缺乏说服力，而

且《误杀》从类型到演员，都不具备首

周、首日大爆的可能性。因此只有

“一边露出（指影片公映），一边出口

碑”，才能使每一波观众都能成为影

片的“自来水”。

然而，仅仅按照规划按部就班还

不够，宣发团队还根据观众对于影片

的反应制作了更多的物料。

“随机部分主要集中在两大话题

上。”陈辉所说的两大话题一个是根

据观众观影后没看懂而且很有趣味

的点进行解读性的物料投放。“这样

无论是否看懂，观众会自发交流，起

到传播影片的作用，而且也会带动一

部分观众去‘二刷’。”第二个话题是

讨论如何教育好自己的孩子，这部分

是针对家庭观众进行宣传。

圣 诞 档 顺 利 过 关 的《误 杀》在

2020 年 1 月中后劲依旧十足，扛过

元旦档新片的冲击后，在 1 月的第

二周（1 月 13 日 -19 日）和第三周（1
月 20 日 -26 日）甚至重新成为周票

房冠军。

陈辉告诉记者，《误杀》在 1 月中

的优异表现得益于影片的好口碑、市

场缺少强片等诸多因素。“但最重要

的还是发行团队的努力，我们每周也

在和院线争取排片空间。”

陈辉透露，《误杀》的制作成本约

1 亿元，宣发费用约 4000 万。在项目

早期，他对于《误杀》的票房预期是 5
亿元，但看完成片后，他把目标提到

了 10 亿。“如今的成绩离不开制片、

宣发等整个团队的努力。相比 12 亿

的票房成绩，我最高兴的是看到我们

制作了一部好口碑的电影。”

“我并不认为《误杀》是一部纯粹的

悬疑片。”陈辉给《误杀》定义为一部“带

有多个标签的商业悬疑片”。在陈辉心

中，悬疑片通常是推出一个反转的结

局，但是《误杀》是让观众看男主角如何

设计一个瞒天计策。“它并不是一部强

推理的电影，而是在趣味性的下面，讲

述一个关于家庭关系、亲情、甚至是阶

级矛盾的故事。”

也正因为上述的多元性，在项目初

期，陈辉他们就认定影片有“破圈”的可

能。“《误杀》不仅仅是给喜欢悬疑片的

观众看的电影，如果目标观众只是这群

人，票房一定有‘天花板’。”

所谓“破圈”，是指《误杀》的第一层

受众是喜欢悬疑片的观众，第二层定义

为父母和家庭观众。也正是这样的认

定，从投资规模到宣发，福建恒业都是

按照这个目标去制定的。

确定翻拍《误杀瞒天记》后，陈辉被

问及最多的问题就是“怎么改编？”“我从

一开始就认定这部影片要紧紧围绕共

趣、共情和共鸣这三点，也要突出华人在

异域如何自救。”在和团队商量后，这个

大方向就算定下来了。

陈辉告诉记者，作为这个项目的操

盘人，以上就是他做这部电影的原因，也

只有自己先弄清为何要做这个项目，才

能和编剧、导演等创作者沟通。

有了大方向后，陈辉先找到了编剧

杨薇薇。“她创作了影片的前 4 稿的剧

本。”陈辉告诉记者，当时的剧本虽然已

经比较成熟，但距离超越原作还有些距

离，而超越原作，是陈辉给自己下的死命

令。

此后，陈辉又分别找到了几位年轻

编剧和年长的编剧，大约在第 10 稿时，

剧本在合作方心中算是比较成熟了。“但

我们还是认为剧本有些问题和瓶颈，可

是找不到合适的创作者来修改。”

于此同时，陈辉团队也在寻找适合

的导演，希望能够通过导演的角度让剧

本更进一步。“我见了至少10名导演，寻

找和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的导演。对于

这个项目，寻找的创作者是可以为原有

方向加分的创作者，而不是完全颠覆重

来的人。”

陈辉最后一个见的导演是陈思诚，

陈思诚也最终成为了《误杀》监制。“我只

是把这个故事存在的共趣、共情和共鸣

点说给他听，其实就是告诉他我们为什

么要做这个项目。”

此后，陈思诚看了剧本，说他需要新

的编剧团队对剧本进一步改编。“电影能

够有现在的成片效果，他和他的编剧团

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一稿之后，比原

有剧本更有深度，节奏更加紧凑，话题性

也更强。”

陈辉进一步解释说，“比如原先描写

男主人公热爱电影、生活环境等背景信

息用了 10场戏，现在只用了不到 5场戏

就都展现出来了。”

除了让原本较为松散的结构更加紧

凑外，新剧本更加突出阶级之间的差距，

同时加入了“别人的孩子是孩子，你的孩

子是禽兽”等台词。事后看，这些台词恰

恰是观众印象最深，也是最具话题性的

卖点。

敲定了幕后团队，由谁出演同样至

关重要。对于男主人公李维杰这个至关

重要角色的人选，陈辉团队很快圈定了

三名演员，并一一接触。

“肖央、张译和刘德华我们都分别接

触过，但肖央始终是我们的首选。”在陈

辉看来，李维杰这一角色是平民化的，而

且在事件发生以前，需要有点小聪明、小

幽默，在事件发生后，又要以小人物的角

色承担起大英雄的责任。基于年龄和以

上描述的特征，肖央最为符合。

幸运的是，此次福建恒业和肖央的

合作可谓一拍即合。陈辉回忆，当时肖

央先看了原版的《误杀瞒天记》，紧接着

又看了《误杀》的剧本。“肖央很喜欢这个

故事，更喜欢李维杰。”

为何最后决定是进行本土化的翻

拍，而不是引进原作品？关于这个问题，

陈辉心中也有明确的答案。

“因为《误杀瞒天记》不具备时效

性。”他告诉记者，《误杀瞒天记》是 2015
年的一部电影，这和当年的《天才枪手》

截然不同。

“2017年引进《天才枪手》时，该片刚

刚在泰国上映不久，并且在泰国和其它

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中口碑都很好。

这样的影片如果翻拍，将错过上映的最

佳窗口期。”

除了时效性，翻拍与否还取决于

是否存在超越原著的空间。“关于作弊

题材的电影，《天才枪手》已经做到几

乎完美的程度，在国内拍摄一部关于

作弊题材的影片，我们评估很难超越

原作品。”

但《误杀瞒天记》不同，陈辉认为原

版作品还具有提升的空间，人物情感上

也需要加入中国式的情感。在陈辉心

中，“拿来主义”和翻拍并没有高低之分，

关键还是看哪个更适合，更可以为公司

带来最大的效益。

◎原作共趣、共情和共鸣，让陈辉下了决心

◎ 翻拍，而不是“拿来主义”

◎问题来了：“怎么改编？”

◎《误杀》是一部可以“破圈”的电影

◎ 制定长线发行的宣发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