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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翻拍影片中出现了《误杀》

这样的惊喜之作，超 12 亿的票房不仅

成为年度最大悬疑类影片市场黑马，也

为该类影片提供了更多成功翻拍的经

验。《误杀》改编自印度电影《误杀瞒天

记》，类型清晰、悬疑感强，陈冲、肖央、

谭卓等实力派演员的表演也成为影片

的一大亮点。影片将故事背景架空设

置在“赛国”这样一个虚拟空间中。同

时，片中的语言、自然环境等多重要素

又暗示着这个“赛国”与现实中泰国的

千丝万缕联系。这种讨巧的方式规避

了地域上的限制，能够更加自由地进行

故事表达。相较于 2016 年《破·局》将

故事发生地设置在吉隆坡，《误杀》在故

事发生地的构思上无疑更进一步，也恰

是这一小步，给了影片更大程度上的自

由，使得片中贫富阶级的两极化、权力

阶级与平民之间的对峙、善与恶的转变

等都有了更多合理化的可能。

2019 年初上映的《“大”人物》翻拍

自韩国电影《老手》，相较于原版，影片的

情感表达更为充分，留给人物的发挥空

间更大，也给观众更多共情空间，最终斩

获 3.79亿票房。毫不夸张地说，这部影

片让观众重新认识了演员包贝尔。片中

包贝尔饰演穷凶极恶的“富二代”赵泰，

他以细腻真实的表演，让观众完全跳出

了他原有的喜剧演员“人设”，甚至不少

观众表示“完全没认出来这是包贝尔”。

另一部犯罪悬疑类翻拍影片《你是

凶手》由宋佳、王千源、冯远征等主演。

有趣的是，这部电影的原版影片就是在

《误杀》中被多次提及的韩国电影《蒙太

奇》，讲述一位母亲复制凶手作案手法，

为女儿报仇的故事。在《误杀》中，《蒙太

奇》是警察局长的破案线索，主角李维杰

也是用“蒙太奇”手法编织了自己的不在

场证据链。但是在国产翻拍电影《你是

凶手》中，“蒙太奇”遭遇了“失灵”，观众

对这部电影并不太买账，叙事的简陋使

得故事节奏整体显得凌乱拖沓，丧失了

原版快节奏、高密度的刺激感和悬疑

感。最终，影片由于口碑平平，只收获了

4800万票房。

这一年，有一部导盲犬题材的翻拍

影片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这部由罗永昌

导演、任达华主演的电影《小 Q》翻拍自

日本电影《导盲犬小 Q》，讲述了聪明伶

俐的拉布拉多猎犬小Q从出生到训练成

为导盲犬，终其一生为人类服务的故

事。这是国内并不多见的动物题材类影

片的翻拍。影片上映后获得观众一致好

评，“暖心”、“感动”等成为了观众对这部

影片的主要观感，最终影片收获票房超

1.1亿，成为该类影片中的佼佼者。

另外两部翻拍影片《小小的愿望》和

《深夜食堂》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失败。

前者《小小的愿望》改编自韩国青春性喜

剧《伟大的愿望》，影片导演田羽生此前

的代表作品“前任”系列关注点都在爱情

题材，其中 2015年的《前任 2：备胎反击

战》即翻拍自韩国爱情性喜剧《男人使用

手册》。《小小的愿望》讲述一个身患绝症

的青春期男孩希望在去世前谈一场恋

爱，而原版的故事梗概更为直接：身患绝

症的青春期男孩希望两个朋友帮他完成

生前最后一个愿望——破处。国产影片

对于“性喜剧”这样类型的影片，历来缺

乏创作传统，诸多方面的掣肘更使得这

类影片最终难以呈现出应有的喜剧色彩

和创作水准。《小小的愿望》上映后，褒贬

不一、争执不下，最终近 3.7亿的市场成

绩或许证明，此类影片的翻拍仍需要国

内电影人不断摸索，或许未来会迎来更

好的发展。

梁家辉导演处女作《深夜食堂》口碑

和票房双双遇冷，生搬硬套、不接地气是

最主要的原因。虽然不少业内人士都认

为翻拍影片的创作成功几率会更高，但

事实上，电影翻拍看似简单，实则要在很

多细节上下功夫，只有解决了文化差异

和社会现实差异带来的陌生感与异质

性，才能让外来的好剧本好故事扎根中

国文化土壤，从当下社会现实中生长出

来，让观众觉得真实可信、真诚亲切。

2018年翻拍类影片主要有《动物世

界》、《找到你》和《来电狂响》三部，相较

于此前几年，数量不多却可谓各有特

色、渐趋成熟。

《动物世界》由青年导演韩延执导，

改编自日本电影《赌博默示录》，影片具

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全片多处动漫式

“升级打怪”场景，在地铁车厢中小丑手

刃各路妖怪的打斗场面，充分满足了美

漫迷的心理需求，更在电影制作上完成

了一次翻拍影片的工业升级。导演韩

延此前处女作《滚蛋吧！肿瘤君》即带

有浓烈的漫画风格，此次《动物世界》在

更大制作和更充足资金的支撑下，更进

一步实现了导演的创作意图，在翻拍同

时为影片注入了强烈的作者风格。影

片最终斩获 5 亿票房，虽与市场预期有

所差距，但考虑到同期影片《我不是药

神》的市场冲击，这样的成绩已属难

得。在各大电影网站和社交平台上，

《动物世界》可谓有口皆碑，不少观众认

为相较于原版影片，该片实现了品质上

的全面飞跃，无论是从卡司阵容还是工

业水准，亦或是片中对赌博游戏的精巧

设计，都在原作基础上进行了全面升级

和再造。

遗憾的是，并非每一次口碑突破都

必然帮助一部影片达成市场“爆款”目

标，但幸运的是，总有一些充满斗志的

创作者在一次次失望中重整旗鼓、再次

出发。韩延导演的《动物世界 2》已经

在筹备之中，这一次，更加成熟更加完

善的作品，值得期待。

《找到你》是 2018 年度女性题材电

影的代表，这部改编自韩国的《迷失：迷

失的女人》的影片，也赢得了比原版更

大的赞誉。该片由姚晨和马伊琍两位

实力派演员共同出演，片中马伊琍扮丑

出演乡下小保姆，姚晨则饰演一位忙于

事业的女强人，在孩子丢失后，女强人

丢盔弃甲、卸下强硬伪装而成为一个疯

狂、无助的母亲。影片提名国内外多个

电影节奖项，姚晨凭借此片斩获第 26
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这部电影将翻拍影片的范围从常见的

悬疑动作类、爱情喜剧类影片，拓展到

了女性题材影片领域，让更多电影人看

到女性题材影片在市场上的强大生命

力。

《找到你》制片人陈洁在采访中表

示，“从一开始我就想到要改编国外成

熟电影，在有其他国家观众验证的基础

上进行选择，成功的几率无疑更大”。

而之所以选择这样一部女性题材影片

进行改编，陈洁坦言，“我自己身处这样

一种矛盾与纠结之中，我是女儿、母亲、

职场人、妻子，我要平衡各种身份，也会

有很多困惑，所以当时看到这个剧本就

一下子被打动，我要做的电影首先要能

打动我。”在《找到你》超 2.8亿票房的成

功之后，陈洁和她的团队仍然走在继续

寻找改翻拍蓝本的路上。

2018 年度的翻拍影片中，《来电狂

响》无疑是一匹黑马，超 6.4亿的成绩是

观众给这部影片的最大肯定。《来电狂

响》翻拍自意大利电影《完美陌生人》，

选择在贺岁档上映，非常切合节日的欢

乐气氛，同时满足了观众“笑”的需求。

事实上，《来电狂响》原作《完美陌

生人》已被 7 个国家翻拍，国产版本淡

化了原作中关于人性的思索和探讨，本

土化改编及搞笑情节设计受到好评，在

中国电影资料馆进行的国产电影满意

度调查中，专业观众给出了 2018 年度

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贺岁档档期

内最高评分(75.3 分)，这一评分在全年

专业观众评分中列 11位。

在 2016 年意大利原版电影《完美

陌生人》中，故事时空高度统一、戏剧冲

突极强，情节设置异常巧妙、人物关系

复杂，主体部分全都发生在一次朋友聚

会上。这些设置与 2015 年国产翻拍影

片《十二公民》有诸多相似之处，同样是

恪守着戏剧“三一律”的规则，《来电狂

响》在框架之下选取了具有典型性和代

表性的人物，呈现出中国当下的婚恋家

庭观。

纵观整个 2018 年翻拍影片，日趋

成熟的翻拍思路和大胆创新的翻拍类

型选择，都为这类影片开拓了更广泛的

市场空间。翻拍影片正在朝着成熟、创

新、多元化的方向不断前进。

2017年票房过千万的翻拍电影中，

翻拍自日韩悬疑类的影片占比过半，其

中《嫌疑人 X 的献身》、《解忧杂货店》、

《追捕》票房均过亿，《破·局》也产出超

6400 万票房。国内电影人似乎寻找到

了一种简单易操作的翻拍类型——悬

疑动作类。

《嫌疑人X的献身》由苏有朋执导，

改编自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同名小说，

在国内版电影面世之前，2008年日本拍

出第一版电影《嫌疑人X的献身》，获得

了行业内外一致好评，2012年韩国再度

翻拍，影片的评价稍逊于日版。2017年

中国翻拍版《嫌疑人X的献身》，在原著

粉和日韩版影片粉丝的多重关注与压

力之下，如何突破窠臼呈现出新意成为

摆在创作者面前的难题。苏有朋自《左

耳》开始的导演尝试，在这次翻拍中更

进一步，最终斩获超 4 亿票房，获得观

众的认可。

《解忧杂货店》2017年年底上映，由

青年演员王俊凯、迪丽热巴、董子健主

演，更有成龙加盟演出。影片改编自日

本作家东野圭吾同名小说，讲述在一家

僻静街道旁的杂货店，只要写下烦恼投

进店前门卷帘门的投信口，第二天就会

在店后的牛奶箱里得到回答，三个年轻

人误入杂货店，却无意间开启时空遂隧

道……当年 9 月，日版影片《浪矢解忧

杂货店》在日上映，引发书迷和影迷的

强烈反响，影片提名第 41 届日本电影

学院奖多个奖项。中国版《解忧杂货

店》也表现不俗，映后保持了口碑高位，

最终斩获超 2.2亿票房。

2017 年的电影《追捕》改编自 1976
年同名日本影片，作为改革开放后引入

的第一部日本影片，日版《追捕》在当年

国内观众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青春

记忆，片中高仓健饰演的检察官杜丘和

中野良子饰演的富家女真由美，几乎成

为那个年代国人脑海中代表勇敢和爱

情的最佳意向。时隔 40 多年，吴宇森

导演将这部电影再度搬上银幕，几乎复

刻了原版影片中的经典段落和经典场

景，更邀请张涵予和福山雅治两位中日

实力派男演员加盟。但 40 多年后的观

众对这部电影的态度显然与 40 年前大

相径庭，“老套”、“节奏慢”等成为常见

的负面评价，当然也不乏一些年长观

众，从这部影片中重温了多年前的经典

记忆，“有温度”、“还是当年的味道”也

成为支持影片观众的主要感受。

这一年另一部不得不提的悬疑动作

类改编影片就是由郭富城、王千源主演

的《破·局》，影片改编自韩国电影《走到

尽头》，剧情跌宕、设计精巧、扣人心弦，

全面保留了原版影片的优秀情节。更值

得关注的一点是，影片将地点设置在吉

隆坡，非常巧妙地规避了翻拍类影片的

落地难题，这一点无疑也为之后的翻拍

影片提供了一些启迪，2019年度的黑马

影片《误杀》就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虚

拟了一个“赛国”作为故事地点。

其实 2017 年的犯罪悬疑类影片集

中翻拍，在 2016 年的翻拍影片《捉迷

藏》中就已现端倪。2016 年 11 月上映

的国产悬疑惊悚电影《捉迷藏》由霍建

华、秦海璐、万茜领衔主演，影片改编自

韩国同名电影，在惊悚感的营造上下足

功夫，虽然一些细节被观众诟病不够合

理，但在惊悚感、恐怖感的营造上，几乎

成为近年影片之最。影片最终 7100 万

的票房成绩虽然不够理想，但也基本覆

盖成本，给了此类影片翻拍更大的经验

和信心。

除了悬疑动作类翻拍影片，2017年

度还有黄磊导演的《麻烦家族》和陈坤、

桂纶镁主演的《美好的意外》等翻拍电

影。其中，《麻烦家族》可谓“彻底翻

车”，影片原版《家族之苦》作为一个系

列，由日本“国民导演”山田洋次执导，

处处折射出真实的日本家庭文化，在日

本有着广泛的声誉和国民度。但国内

翻拍版影片几乎照搬原版场景、人物、

情节等，对中国真实家庭的苦与乐毫不

触及，有影评人评价整部影片“如在云

端、生搬硬套、毫无生活气息”。

《美好的意外》则可以看做 2015 年

《重返20岁》的再次尝试。影片改编自韩

国电影《妻子小姐》，糅合了奇幻、爱情、喜

剧、家庭等多种类型元素，陈坤和桂纶镁

的表演也为影片增色不少，但最终 1300
余万的票房只能算是差强人意。此类影

片翻拍面对的本土化和创造力问题成为

了阻碍它们在市场上取得票房和口碑的

主要因素。而悬疑动作类影片由于精巧

曲折、环环相扣的情节设置，在翻拍中反

而不需考虑更多剧本因素，而只用提供

合理故事空间即可，这也成为该类影片

能够被频频翻拍的主要原因。

◎ 2017年
日韩悬疑电影翻拍出佳作

◎ 2018年
翻拍影片渐趋成熟与多元

◎ 2019年
悬疑动作类翻拍影片《误杀》再次实现市场突破

本报讯 由北京造梦机影视传媒

有限公司、青春光线联合出品，韩天

执导的电影《你的婚礼》近日发布男

女主角阵容。通过电视剧《想见你》

“俘获”了大波观众的许光汉将携手

《悲伤逆流成河》中的“白月光”章若

楠，共同演绎在一生仅有一次的初

恋记忆里，一对恋人在十五年的得

到与失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的爱

情故事，这也是许光汉首部院线电

影男主作品。

在片方发布的首版海报中，许

光汉和章若楠亲昵地脸靠着脸，上

演大头贴四连拍。两人表情各异，

时而调皮搞怪，时而甜美可爱。其

中一张照片里，章若楠抿着小嘴，眉

头微微皱起，一旁的许光汉却调皮

地对着镜头“挤眉弄眼”，透着满满

的宠溺感。而旁边的照片则是不一

样的温馨氛围，两人都对着镜头露

出甜甜的笑容，默契自然的互动间

洋溢着一股温暖浪漫的气息。

物料发布后，这对新搭档同

框所碰撞出的强烈化学反应，让

不少网友都纷纷直呼“实在太甜

了”、“化学反应太强了吧”。文案

“2020 这个婚礼，说好了，我给你”

也暗示着故事的开放式走向。男

女主角在懵懂的青涩年纪相遇，

成为了彼此的初恋，却在十五年

的时光中尝尽了现实爱情的酸甜

苦辣。

官方动态海报视频里，许光汉

与章若楠在草地上牵手奔跑“回眸

笑”，带来让人心动的初恋既视感。

两位正冉冉升起的实力演员将会在

新作中会擦出怎样不同的火花，并

给观众带来如何精彩的演绎，值得

期待。

据悉，本次发布海报、视频等所

有物料均于春节前拍摄完成，考虑

到疫情延迟了发布时间，电影将在

疫情稳定后及影视拍摄允许后择日

开机。

（木夕）

本报讯 阿里影业近期联合饿了

么，推出了“影院卖品外送”业务，通

过饿了么平台，为影院的卖品提供线

上售卖的渠道，以帮助影院降低卖品

库存、缓解资金压力。受疫情影响，

全国影院自春节档以来停工，均遭受

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针对当前的

行业状况，阿里影业面向影院推出了

一系列扶助措施，在资金、物资、人力

和技术等层面给予全面支持。

疫情期间，阿里影业地网团队

与影院方持续沟通，收集到大量的

卖品销售需求。为此，阿里影业与

饿了么联动，为全国多家影管公司

在线上搭建了卖品外送服务的渠

道，帮助影院销售原本为春节档所

库存的食物、饮品等货品。

截至目前，包括万达影城、太平

洋影城、博纳影城、金逸影城、苏宁影

城、恒大嘉凯影城等近 20个影管公

司已与阿里影业达成合作意向，目前

正处在不同阶段的签约和建店中。

该项服务，预计能够覆盖全国超过

1000家影院的卖品外送需求，将从2
月底开始陆续在饿了么上线营业。

此外，阿里影业旗下的影院系

统平台凤凰云智，为影院提供了从

资金到技术的全方位支持。在疫情

解禁后，凤凰云智将为全新开业的

影城提供6个月免费服务，并将和网

商银行、阿里影业旗下的文娱金融

保险服务平台娱乐宝一起，为影院

恢复营业提供资金支持；此外，云智

商城还将为影院的物资采购提供账

期服务。一系列措施，期望最大程

度减轻影城的经营压力，为影院开

业保驾护航。

在疫情期间，凤凰云智也在持

续帮助影院做“全副武装”。云智商

城协同 1688企业购，帮助影院购进

防疫物资，云智还面向影院行业推

出了直播课程，为影院员工分享优

秀的营销案例和管理方法，为复工

做好充足准备。

阿里文娱电影演出业务总裁、

阿里影业高级副总裁李捷表示，此

时此刻，公司愿与影院行业同仁共

进退。对于阿里影业联合出品的奥

斯卡获奖电影《1917》，也将优先确

保院线上映。 （赵丽）

阿里影业联手饿了么
上线千家影院外卖服务
助力影视业抗“疫”复苏

《你的婚礼》发布男女主角阵容

许光汉章若楠演绎初恋故事

CCTV-6电影频道收视排行榜
统计期限（2020年2月7日——2020年2月13日)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9

11

12

片名/栏目

动作90分
《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故事片《中国机长》

故事片《密战》

首播《狼皮袄》

故事片《杨门少年》

故事片《大漠战将班超》

故事片《公主为奴》

首播《大侦探霍桑》

频道出品
《庖丁传奇之鸳鸯蝴蝶料理梦》

首播《龙斗士》

故事片《刑侦队》

故事片《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收视率%

1.89

1.82

1.74

1.74

1.43

1.42

1.42

1.15

1.14

1.10

1.06

0.97

收视份额%

6.08

5.44

5.78

5.61

4.34

4.57

4.57

3.26

3.42

3.30

6.18

5.13

《走到尽头》（韩）

《误杀瞒天记》（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