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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卫视情感陪伴体验秀《但愿人长久》正式开播，
李玉刚在“密友”悦悦的陪伴下回到家乡公主岭，度过了
48小时的温情之旅。

连李玉刚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回乡的关键词
竟然是“催婚”。一回到老家，李玉刚就直奔父亲进行康
复治疗的医院。在病房里，李玉刚的母亲就展开了“催
婚”攻势，反复叮嘱李玉刚不要太重事业而耽误了婚姻大
事，早日抱上孙子孙女是老两口最大的心愿。父亲也对
李玉刚说：“事业适可而止，尽早成家。”父亲是理解儿子
对于事业的那份执着追求的，但又真真切切地担心着儿
子承受太大的压力。李玉刚父亲的话感动了很多观众：

“父爱如山，爸爸的爱也许从不直白表达，却一直在那里
温暖着子女。” 小鱼

事业适可而止，尽早成家

李玉刚遭父母催婚

这个周末，一组“我们是谁”主题漫
画霸占了大家的朋友圈，网友纷纷来凑
热闹，“我们是谁”被加上各种文字迅速
走红，借此漫画“吐槽了”各行各业、甚至
各地人群的种种心酸，不少网友直呼：

“这是对自己心灵的叩问啊！”
追溯源头，“我们是谁”这组漫画出

自美国漫画家艾丽·布罗什，她于 2010
年发布了该漫画，凭借夸张简单的绘画
风格深受大家的喜爱。这位女孩患有抑
郁症，她所画的漫画内容都源于自己的
生活。漫画中，她自黑、吐槽自己消极的
心态，但依然每天与抑郁症进行斗争，并
且坚持着自我治愈。

8 月 13 日，微博网友“凌家阿空爱
吃糖”所发一条微博的配图就是“我是甲
方”，当时就有 1.5 万次转发和 1.1 万人
次点赞。随后，一个微信自媒体公众号
对该图片内容进行再加工，并在 8 月 15
日当天发布了 9 组不同风格的“我们是
谁”漫画，受到网友热捧，该条微信推送
阅读量 48 小时达到 291 万，点赞 1.8 万
次。

“我们是谁？甲方！我们要做什
么？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现在要！”这
幅漫画原型在广告圈广为流传，既包含
乙方对甲方的吐槽，也是不少甲方的自
我调侃。三段式简单的台词、直白的吐
槽，让不少网友表示，这是一种情绪的释
放，“我们的烦恼可以通过这些小人呐喊
出来，也是一种解压宣泄的方式。”

华晓婧

网友直呼：“这是对自
己心灵的叩问啊！”

“我们是谁”
刷爆朋友圈

从最初仅有 1.5%的排片到票
房成功破亿元，记录“中国慰安妇
幸存者现况”的纪录片《二十二》昨
日逆袭成功，登顶国内纪录片票房
冠军。

尽管与商业大片相比，纪录片
在排片、票房等方面还有很大差
距，但从去年赢得 6500 万元票房
的《我们诞生在中国》到今年的《重
返·狼群》《地球：神奇的一天》，国
产优质纪录片在口碑丰收的同时，
也屡屡创下票房奇迹。或许，纪录
片将迎来一个最好的时代。

《二十二》票房
走出逆袭之路

从最初拍摄要靠友情资助、点
映靠观众众筹到今天获得市场认
可，从开拍到上映历经坎坷的《二
十二》着实画出一条完美的逆袭曲
线。截至昨日记者发稿时，纪录片

《二十二》票房已达到 1.2 亿元，超
过《我们诞生在中国》6500 万元的
票房，成为国内最卖座的纪录片。

这部破票房纪录的影片，却曾
经面临差点“难产”的命运。该片
导演郭柯曾面临着巨大的拍摄资
金短缺，距离目标还差 100 万元。
在走投无路之时，艺人张歆艺拔刀
相助，拿出 100 万元资助了导演，
让影片最终得以顺利拍摄完成。
随后，影片又遇到后期制作与宣发
费用的问题，郭柯选择在公益平台
上进行众筹，最终获得 32099 人支
持，筹得 100 多万元，这才让影片
有了走入影院的机会。

《二十二》在上映之初并不被
看好，影片类型小众、题材特殊，当
时，《战狼2》余威犹在，在《杀破狼：
贪狼》《破局》等商业片的“夹攻”之
下，8 月 14 日上映首日，该片排片
量仅有1.5%，只有395万元票房。

但 当 天 该 片 上 座 率 却 高 达
32.1%，甚至超过了单日票房冠军

《战狼 2》。口碑的发酵，也让次日
票房经历两连跳，收获 1314 万元，
第三天拿下 2592 万元。排片量也
从最初的 1.5%飙升到 10.9%。另
一方面，不少网友在网上呼吁亲友
观看影片，成为本片的“自来水”。
冯小刚、何炅、吴京、舒淇等大批明
星也在微博上转发支持。

《二十二》的成功
不靠煽情，也不消费苦难

《二十二》呈现了日军侵华战

争受害者“慰安妇”的生存现状。
片名叫做《二十二》，实际上代表的
是幸存者的人数。然而，这一数字
却随着时间逐年减少。2012 年，
导演郭柯拍摄纪录短片《三十二》
时，中国尚有 32 位“慰安妇”幸存；
2014 年《二十二》开始筹备时，幸
存者去世了 10 位；等到 2017 年

《二十二》上映时，片中的 22 位老
人只有8位健在了。用影像记录老
人们最后的日子，通过老人们的口
述保留住正在消逝的历史，正是

《二十二》的价值所在。
片中 22 位“慰安妇”受害者接

受了采访，老人的平均年龄超过90

岁。虽然这是一个极为沉重的题
材，但影片风格却极为克制，没有
刻意煽情或是消费苦难，没有引用
历史资料画面，也没有刻意引导老
人去回忆当年的细节，而是平静地
听她们讲述，尽量不去揭开伤疤，
尊重她们的意愿。

影片更多的是关注老人们现
在的生活现状，深刻反映了历史留
在她们身上的痕迹：山西老人李爱
莲从战争的鬼门关里逃出来，如今
对生命有着更多的怜悯。海南老
人林爱兰年轻时曾是“红色娘子
军”，她早已行动不便，但谈起当年
的情形时，她仍一脸刚毅。

片子里也有温馨、希望的部
分。有的老人对着镜头唱歌，笑得
像个孩子。还有的老人谈起家人
对她的包容和理解，感动得流下眼
泪。对此，不少网友纷纷表示：“没
有过多感情的宣泄，零碎化、生活
化的呈现，描述的近乎是 22 个普
通老人的晚景，这也就够了”“电影
并没有过多着墨于慰安妇这一题
材，反而是展现了一群可爱的老人
家。”

纪录片
迎来春天早有端倪

《二十二》取得口碑票房双丰
收，表明纪录片日益受到观众的认
可。而这一现象，从去年《我们诞
生在中国》的逆袭开始。

《我们诞生在中国》以生活在
中国的熊猫、金丝猴、雪豹三种珍
稀动物为主角，描绘出大自然的凶
险与温情。影片刚上映时票房冷
清，但在高上座率、各界声音力挺
和超强口碑的三重支撑下，首周末
票房呈现爆发式增长，随后一路走
高。

今年 6 月上映的《重返·狼群》
由两位毫无拍摄经验的成都市民
耗费 7 年时间制作，记录了一只狼
从幼崽到成年的过程，这种跨物种
的真挚感情也让不少观众潸然泪
下。影片凭借优质口碑最终拿下
3292万元的不俗成绩。

正在热映的纪录片《地球：神
奇的一天》在 22 个国家取景，历时
三年制作完成。凭借过硬的口碑，
影片关注度不断攀升，昨日票房已
达 3088 万元，这数字还将继续上
升。影片全方位展现了地球自然
之美，囊括大自然界震撼人心的景
观，动物的呆萌特写和生活写真，
画面美如一首散文诗。 黄岸

小众纪录片《二十二》票房破亿元

纪录片的春天来了？

过去一年，国外读者最爱看什
么样的中文图书？哪些中文作家
在海外最受欢迎？20日，中国文化
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发布了一份

“2017 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
报告”，用大数据给出了答案。

看起来，国外读者还是“与时
俱进”的。“海外馆藏影响最广的中
文图书排行榜”中的 23 本书，有马

伯庸的《龙与地下铁》、唐七公子的
《四幕戏：起》、天下霸唱的《大耍儿
之西城风云》、唐隐的《大唐悬疑
录：兰亭序密码》、无处可逃的《不
想和你说再见》、晴空蓝兮的《浮生
寄流年》等网络文学作家的作品，
超过总量的四分之一。这些网络
文学图书，和元代的《辽史》、宋代
的《曾公遗录》一起入榜，收藏的海

外图书馆数量都超过了30家。
哪位作家的书，馆藏的图书馆

越多，它在海外的受欢迎程度也就
越大。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
中心执行主任何明星分析：“中国
网络文学作品等类型小说在近 3
年，一直受到世界图书馆的高度关
注，成为继纯文学作品之后另一被
广泛收购的大宗品种。”

榜单中排名第一的是贾平凹
的《极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全球收藏图书馆为 80 家。排
名第二的是王安忆的《匿名》，传统
文学作家作品里，上榜的还有张炜
的《独药师》、严歌苓的《舞男》、张
翎的《流年物语》、叶广芩的《去年
天气旧亭台》、格非的《望春风》等。

管虎根据冯小刚导演电影《老

炮儿》改编的同名小说，也在今年
上榜，排名第三位，进入 61 家海外
图书馆，沿袭了影视带动图书在海
外影响建构的传播路径。

上榜的青年作家作品，张悦然
的《茧》和路内的《慈悲》，这两年在
国内拿下了不少文学大奖。其中，
70后作家路内，也是亚马逊通过网
络大数据筛选出来的第一批进入
其全球出版的跨文化项目的首选
作者。

此外，国内文学出版界近年来
一直热卖的文学散文类图书，今年
也开始被海外图书馆关注。如主
持人杨澜的散文新书《世界很大，
幸好有你》，以“大女生”的视角，讲
述她的婚姻、她的儿女、她的家庭
和她理解的幸福力，被 47 家海外
图书馆收藏。

潘卓盈

2017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发布

除了贾平凹和王安忆
天下霸唱等网络作家也很受国外读者欢迎

“娘娘”孙俪的新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即将在东方
卫视和江苏卫视播出。令人期待的是，这部作品也是孙
俪、何润东以及导演丁黑的第三次合作，14年前，他们的
一部《玉观音》成为经典。时隔多年之后的再度合作，孙
俪与何润东两人现实生活中也都各自成家，特别是孙俪，
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据记者了解，《那年花开月正圆》以陕西省泾阳县安
吴堡吴氏家族的史实为背景，讲述了孙俪饰演的周莹从
一个江湖少女意外成为吴家少奶奶，无端陷入错综复杂
的利益矛盾，最后用独有的聪慧与毅力解决重重难题，铸
就清末传奇“女商圣”的故事。该剧作为孙俪时隔两年的
复出之作，品质及期待值之高无需多言。记者在点映会
上的片花中看到，区别于以往传奇剧大女主作品中“个人
主义至上”的传统结构，这部作品真实还原了陕西女首富
周莹的传奇一生，整体故事架构还糅合了众人错综复杂
的情感纠葛，更通过利益博弈着重笔墨渲染出了清末民
初大义担当的时代氛围，看得既开心又揪心。

令人感慨的是，这部作品也是导演丁黑与孙俪、何润
东在《玉观音》之后，时隔十四年的再度聚首，三位旧友间
的默契搭档为这部剧激荡出了新的火花。何润东和孙俪
在剧中从一段孽缘情人演变为恩爱的半路夫妻，回忆与
孙俪的合作，何润东表示，“我和她演了三次，死了两次，
希望再有合作演闺蜜吧。不过我觉得她一点变老的感觉
都没有，还是很阳光、很开朗，可能很注重饮食、注重生活
健康吧！”何润东还感慨，“孙俪从当年的小姑娘到两个孩
子的妈妈，真让人羡慕，片场还催我，何润东你加油啊，有
个孩子多好！我也只能默默努力。” 李洪波

满满皆回忆

何润东孙俪三度合作

《福布斯》日前揭晓了好莱坞明星的最新收入
榜，统计了过去12个月中收入最高的明星。今年年
初以《爱乐之城》赢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艾玛·
斯通，成为今年好莱坞最能赚钱的女明星，而去年的
女星收入冠军詹妮弗·劳伦斯则排名第三。

28 岁的女演员艾玛·斯通在赢得奥斯卡之后行
情一路飙升，在《爱乐之城》助她迈上人生巅峰之后，
片酬也随之暴涨，过去一年的收入达到了2600万美
元。虽然这个收入和同等档次的男星无法对比，但
斯通已经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她有这个能力成为当
下的最红女星。斯通今年最新完成的力作《性别之
战》也有望角逐奥斯卡表演类奖项。

好莱坞的常青树詹妮弗·安妮斯通虽然电影作
品《办公室圣诞派对》《黄鸟》都表现平平，但她依然
收获了2550万美元，占据总收入亚军的位置。詹妮
弗·劳伦斯在没有《饥饿游戏》系列电影撑场的年份
收入锐减，过去的12个月只获得了2400万美元，比
2016年同期缩水了一半。不过，“大表姐”并不在意
钱的多少，而是在意电影作品是否过硬，她去年接演
了中小成本电影《母亲》，有望在今年的颁奖季上再
次证明自己的实力。 网娱

《福布斯》曝收入榜

艾玛·斯通
成全美

最赚钱女星

作为市面上为数不多的全女星真人秀，《我们来了》
的女子力爆棚，大玩刺激真人秀。节目来到第二季，节目
组更是在环节设置上猛加码，以寻求更多看点。

首期节目中，宋茜“有幸”被选中，被挂在直升机上飞
越长城，看似惊险的一幕，在“开了挂”的“全能茜”那里根
本不算事。

“文有美颜武能劈叉”的宋茜，有过不少战绩斐然的
综艺经验，此番没料想滑铁卢在体验佛山习俗踢绣花鞋
上。队长汪涵随即“落井下石”，打趣宋茜“嫁不出去了”，
对此她只淡淡回应：“嫁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随缘吧。”
虽然队长“不厚道”，宋茜却对汪涵和吴秀波两位男士评
价颇高，“他们就是那种已经绝版了的好男人。平时在车
上涵哥会跟我们聊很多，觉得他懂得多、有内涵、很聪明，
且愿意和别人探索一些事情。波叔，我是通过电视剧看
到他的，觉得他特别严谨、优雅、睿智，参加节目以后，觉
得跟想象的不一样，也跟我们一起玩儿游戏、出谋划策。
他话虽然不多，但每次都能说在点儿上，我觉得这个特别
厉害。”宋茜更补充道，“以后我遇到的人，有他们的十分
之一，我觉得都挺幸运的了。”

宋茜对记者表示，“我工作的最大好处就是，以前通
过大屏幕才能遇到的人，现在能跟他们（在生活中）接触
到、跟他们互动。能跟关姐姐（关之琳）一起做真人秀，真
是挺幸运的。比起最开始见面的时候，觉得‘哇，我们的
女神’，现在她更像是我们的姐姐。” 梅冬妮

一脚栽在绣花鞋上
“文有美颜武能劈叉”的宋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