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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合作出来的

《回廊亭》的故事围绕着两个

为爱复仇的女性展开。巨额遗产

分割在即，高家大宅人心惶惶，此

时律师周扬（任素汐 饰）当众宣读

一本神秘日记，借此揭开一年前火

灾凶杀案的真相，向凶手复仇。

该片在东野圭吾原著叙事的

基础上放大对人性的挖掘与解构，

探寻人性中被隐藏的阴暗面，使得

人性的未知成为影片的终极悬念。

来牧宽直言，如果遇到好的文

本，他很愿意把作家的文字经过理

解进行升华，二度创作。“这是我很

喜欢的一种创作方式，电影是合作

出来的，和原著、和演员、和剧组其

他人员等，需要彼此产生化学反

应。”

作为日本知名推理小说家，东

野圭吾凭借《秘密》、《嫌疑人 X 的

献身》、《白夜行》等作品被中国读

者所熟知，《回廊亭》原著并不是他

知名度很高的代表作。

来牧宽认为，虽然原著小说国

内知名度有限，年代与当下也有一

定距离，但小说的内核、主题，是非

常具备改编空间的。

“女主人公明知复仇的最终结

局是和情人一起投身火海，以双双

赴死作为结局。但这并不是我创

作的终点。”来牧宽说，“这个女人

其实很伟大，内心爆发出来的力量

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二度创作过

程中，我跟随者主人公一同经历她

的命运，跟着她一起面对内心里这

一股毁灭的力量，带领观众一同探

寻真相。”

对人性的感悟

除了对真相的追寻，女性众生

相亦是影片的一大看点。任素汐、

刘敏涛、胡可等多位实力派女演员

同台“飙戏”，令观众大呼过瘾。

“《回廊亭》是以女性为主角来

推动故事，此次有幸跟这么多好的

女演员合作。”来牧宽表示，当下社

会，很多女性愿意并善于展示自己

的优秀，《回廊亭》也希望能够鼓励

所有女性，展示自我的特质与力

量。

影片上映后，“从复仇悬疑的

角度切入，实则观照女性在社会现

实中遭遇的情感困境”的设定获得

了很多女性观众的赞同，称赞“《回

廊亭》是真正懂女孩的电影，看完

之后收获了很多力量”。

片中，除了来牧宽对女性的观

察外，更多是他对于人性的理解与

感悟。

“当你遇到阻力、遇到不公，甚

至是对自己产生怀疑的时候，很多

人性层面的东西是不分男女的。

《回廊亭》是一部以女性为主要人

物的作品，但也不仅仅是拍给女

性。激烈的冲突和人性的交锋在

回廊亭中上演，每一个人都在被欲

望和命运推动着，被复仇驱动的周

扬、克制恨意隐藏秘密的林珍惠、

被贪婪引入深渊的高家人……无

一不是这样。”来牧宽说。

而“复仇”只是一个过程，是剧

情和故事的推动力。在来牧宽看

来，“为爱”，才是影片的缘起与落

脚点。

下一部，或许拍个喜剧

《回廊亭》是来牧宽首次执导

院线电影，此前的影视作品也更多

以悬疑类型为主。

来牧宽坦言，自己上大学的时

候，的确偏爱悬疑类型。但目前，

自己希望能够挑战各式各样的题

材与类型。

“喜剧是我下一个门槛，我会

准备好全身力气去尝试一部喜剧

电影。”来牧宽表示，自己非常尊重

喜剧，“能拍出好喜剧的创作者都

非常伟大，他们兼具欢乐幽默的情

感与悲天悯人的感悟力。但不论

何种类型，叙事的核心是一样的。”

近两年，科幻、喜剧、悬疑等

类型片获得了市场认同，也得到

了业界肯定。对此，来牧宽认

为，被观众津津乐道的类型片是

中国电影的希望，电影具备教育

意义，但教育意义并不能取代娱

乐属性。

“创作者一定要尊重观众，然

后讲一个好故事，才能拍出自己满

意、观众喜爱的作品。”来牧宽说。

本报讯 近日，由麦兆辉自编自

导，田启文、邵剑秋监制，郭富城、任

达华、吴镇宇、方中信主演的犯罪动

作电影《内幕》在香港影视展览会

（FILMART）上亮相。电影曝光先导

海报，钞票与子弹之下是怎样的善

恶交锋，层层黑幕静待揭开。影片

聚焦于一桩巨额洗黑钱的滔天罪

案，将于2023年全国上映。

《内幕》讲述一个因洗黑钱犯下

惊天大罪的故事。“济拔堂”一年一

度的晚会上，财务总监杨滔（任达华

饰）突然离奇吊死在舞台上。同一

时间，济拔堂内部有2亿巨款不翼而

飞，大律师马迎风（郭富城 饰）与警

长柯定邦（吴镇宇 饰）组成临时拍

档，在暗流汹涌之中，试图竭力揭开

隐藏在背后的层层内幕，还社会以

公义。

先导海报中，一沓染着血渍的

钞票仿佛一把已上膛的枪，罪恶的

子弹从中喷射而出，紧张感一触即

发。

《内幕》由英皇电影、上狮文化

出品。

（杜思梦）

《内幕》先导海报揭露洗钱黑幕

本报讯 由《寂静之地》编剧团队

史考特·贝克和布莱恩·伍兹共同执

导并编剧的《逃出白垩纪》近日发布

导演特辑，两位导演面对镜头，热情

分享了影片创作时的心路历程，以及

拍摄现场的精彩故事。影片将于 3
月 31 日全国上映。

该片的导演兼编剧史考特·贝克

和布莱恩·伍兹早在 11 岁时就已经

相识，经过数十年的合作，两人形成

了高度的默契。他们联手编剧的《寂

静之地》系列电影，以令人全程神经

紧绷的沉浸式观感，实现了口碑票房

双丰收。在刚刚发布的导演特辑中，

这对金牌搭档表示，此次升级打造

《逃出白垩纪》，依然将延续“拍观众

无法直接看到的东西”的创作宗旨，

用充满巧思的高概念设定和氛围，带

领每位观众身临其境开启白垩纪逃

生。

为了营造更具代入感的观影体

验，主创们在幕后做了许多努力。“这

部电影的绝大多数拍摄都在真实地

点、真实场景中进行。遭遇雷雨天气

时，我们也不会停下。”导演在采访中

透露，他们甚至“有时会雇佣演员穿

着恐龙服进入现场”。选择这样别出

心裁的拍摄方式，不仅能让演员们在

镜头前做出最接近真实的反应，也将

让观众们体验到最直接纯粹的感官

刺激，两位导演自豪地表示：“这比特

效更加有效”。

《逃出白垩纪》由美国哥伦比亚

影片公司出品，《寂静之地》编剧团队

史考特·贝克与布莱恩·伍兹执导，

《蜘蛛侠》系列电影导演山姆·雷米担

任制片人，亚当·德赖弗与阿丽亚娜·
格林布拉特主演。

（杜思梦）

本报讯 由陈晨执导、编剧，杨

烁、李萌萌领衔主演，刘流、艾如、熊

睿玲、钟小丹、李若男主演的爱情电

影《不能错过的只有你》近日发布定

档预告及海报，宣布于 4 月 1 日全国

上映。

预告中伴随着秦花生（杨烁饰）

的深情告白，被命运之手拉到一起

的两人相识相知相爱的画面一幕幕

展现在观众眼前，直白表明了两人

坚定的爱情态度：遇见真爱不易，我

不想错过，只想一直是你。而同时

发布的定档海报也是恋爱感拉满，

两人双目轻闭浪漫拥吻，顷刻间满

屏的甜蜜气息扑面而来。

《不能错过的只有你》以热辣的

“天府之国”成都为背景，讲述了爱

情受挫的秦花生回到老家成都，与

林问（李萌萌 饰）因相似的经历而

相识相惜的爱情故事。

同步释出的定档海报色调温

暖，秦花生与林问上演唯美拥吻，让

甜蜜的恋爱氛围升至满格，凸显影

片唯美浪漫的爱情基调。但海报上

一句“遇见你不容易，错过了会很可

惜”却似乎另有深意，仿佛在暗示这

段爱情并非一直那么美好，好不容

易遇到真爱的两人，面对种种现实

的阻碍，到底能否坚定相爱不留遗

憾呢？

《不能错过的只有你》由成都辰

大信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由索尼哥伦比亚影片公司

与雄鹰影业联合出品的真人动画电影

《鳄鱼莱莱》近日发布定档预告及海

报，宣布中国内地正式定档4月15日。

影片改编自美国著名童书作家伯

纳德·韦伯风靡全球的同名系列原创

绘本，讲述了独有音乐天赋的鳄鱼莱

莱，与初来乍到纽约的普利姆一家意

外相遇。

定档预告中，乔迁新居的普利姆

一家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来到了纽约，

然而男孩乔什却察觉到阁楼上有些怪

异。一次意外的相遇，他发现了鳄鱼莱

莱会唱歌的秘密，并迅速跟这只特别的

鳄鱼成为了好朋友。但之于普利姆夫

妇而言，莱莱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不速

“莱”客，从浴室洗澡被撞破，再到“吞

掉”邻居的波斯猫，一连串的糗事令人

捧腹大笑，憨趣的性格尽显十足反差

萌。而它那独特的歌喉，更是治愈了普

利姆一家墨守成规的的紧绷生活。

此次与影片预告同步曝光的定

档海报中，鳄鱼莱莱手握麦克风，携

手普利姆一家和搞怪魔术师赫克托

边唱边跳，大步穿行于热闹的纽约街

头，将欢乐洒遍整座城市，满溢治愈

之感。让人不由想要摆动身体，跟上

莱莱的步伐，在春日里挥别烦恼，尽情

拥抱快乐。

（杜思梦）

《鳄鱼莱莱》定档4月15日

本报讯 由博纳影业集团、英皇电

影出品，于冬担任出品人，梁凤英监

制，林超贤担任监制及总导演，唐唯瀚

导演的年度动作大片《爆裂点》日前亮

相香港国际影视展，这也是影片杀青

之后的首次正式亮相。

《爆裂点》自开机以来备受各界关

注，此次参加香港国际影视展，首次正

式公布主创阵容并发布“一触即发”版

海报和幕后花絮。影片讲述了缉毒总

督察坚守身为警察的信念，不惜一切

代价全力打击制毒、贩毒狂徒，将犯罪

团伙绳之以法的故事。“一触即发”版

海报中，张家辉与陈伟霆两人在拳馆

擂台激烈对峙，在闹市屋顶展开亡命

追逐，张家辉神情坚毅，陈伟霆满脸伤

痕，激烈交锋的眼神，引人注目的手

铐，互不退让的争执，锲而不舍的追

赶，紧张氛围“拉满”。究竟两人为何

起争端？这场较量该如何化解？双方

到底是敌是友？正如仿佛被引燃的片

名字体，一场缉毒大战似乎被点燃引

线，激烈的正邪较量一触即发。惊心

动魄的影片气势瞬间引爆观众期待。

同时发布的幕后花絮延续了林超

贤总导演一贯的硬核风格，张家辉、陈

伟霆、梁洛施等所有演员全情投入，

《爆裂点》台前幕后整个团队力求用真

实的影像风格，震撼的视听感受，将极

致暴力美学的硬核动作大片呈现在观

众眼前。

《爆裂点》由博纳影业集团、英皇

电影出品，于冬担任出品人，梁凤英监

制，林超贤担任监制及总导演，唐唯瀚

导演，张家辉、陈伟霆、梁洛施领衔主

演，谭俊彦、姜皓文主演，周秀娜友情

客串，杨祐宁特别客串。影片已完成

拍摄，正在制作中。

（杜思梦）

本报讯 由索尼哥伦比亚影片公司

发行，奥斯卡“影帝”汤姆·汉克斯主演

并担任制片的《生无可恋的奥托》近日

释出“毕业求婚”片段，以一段奥托年

轻时的爱情高光往事，揭开了这位孤

僻暴躁老头的另一面人生，一个更加

立体的奥托形象就此呈现在观众面

前。

该片改编自温暖全球的高分畅销

小说《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讲

述了因痛失爱妻而“一心寻死”的暴躁

老头奥托，在与邻居的相处中重拾生活

希望的故事。截至目前，《生无可恋的

奥托》已斩获超一亿美金的全球票房。

此次发布的“毕业求婚”片段，完整

呈现了奥托与亡妻索尼娅甜蜜的求婚

回忆。彼时的奥托刚从“工程学”本科

毕业，二人参加完毕业典礼后回到车

内，奥托看着女友的侧脸，难掩内心紧

张，深呼吸后终于鼓足勇气眼神闪躲地

试探到：“你有没有想过结婚？”索尼娅

听后，温柔且坚定地凝视着奥托，鼓励

他用正式的方式再问一次。害羞内向

的奥托在索尼娅的引导之下，终于拾起

自信，正式向女友求婚。

汤姆·汉克斯此前在采访中曾这

样解读过索尼娅对于奥托的重要性：

“他永远不会有好奇心去追求爱情。

直到他娶了一个性格开放的人，他才

变得开放。直到他遇到了一个人来教

他展现同理心其实不难，他才懂得与

他人共情。在索尼娅走后，他觉得自

己再也不会有这种感觉了。”

影片将于 3月 24日在全国艺联专

线上映。 （杜思梦）

汤姆·汉克斯《生无可恋的奥托》发“求婚名场面”

本报讯 导演新海诚在个人社交

平台透露近日将来华宣传最新电影

《铃芽之旅》，该片将于 3月 24日在中

国内地上映。

在刚刚结束的柏林电影节上，新

海诚接受采访时表示，《铃芽之旅》是

自己和中国观众的“三年之约”：《天气

之子》在中国上映后他就许下诺言，三

年后会带着新片再次和中国观众见

面。

该片于去年 11 月 11 日在日本上

映，目前豆瓣7.8分。影片讲述了少女

铃芽为拯救世界和喜欢的男孩，一路

历险关闭灾难之门的故事，此前入围

第7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被媒体评为“新海诚迄今为止最好的

作品”。

（杜思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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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出白垩纪》发布导演特辑

3月10日，来牧宽执导的电影《回廊亭》正式公映。

影片根据东野圭吾的原著小说改编，放大了对人性的挖掘与解构，

并将原著中“为爱复仇”的主题，最终落在“让爱安放”。来牧宽说，“复

仇”只是一个过程，是剧情和故事的推动力；“为爱”，才是影片的缘起与

落脚点。

《不能错过的只有你》定档4月1日

新海诚将来中国宣传《铃芽之旅》

林超贤携动作大片《爆裂点》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