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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护卫队 2》在全

球票房卖出好成绩，第三部

也加紧提上日程，但是目前

影片却处于停摆状态。

去年， 詹姆斯·古恩导

演领着原班人马推出《银河

护卫队 2》， 全球票房超过

8.6 亿美元。 《银河护卫队

3》加紧提上日程，当初定下

今年秋天开始前期制作、明

年初开拍的计划，而古恩导

演也一早写好了剧本。

今年 7 月，古恩早年在

推特上发表的不当言论，被

有心人士“挖” 了出来，在

互联网上引起广泛关注。 迪

士尼方面果断开除古恩。 然

而，《银河护卫队》 一众演

员， 如克里斯·帕拉特、佐

伊·索尔达娜、戴夫·巴蒂斯

塔、布莱德利·库珀、范·迪

塞尔等人联名写信，希望迪

士尼让已真心悔改的古恩

导演回归。 戴夫·巴蒂斯塔

是当中最愤怒的一个，还威

胁古恩若不回归， 他就辞

演。

目前看来这一切显然

没用，古恩招来的负责前期

制作的大概 20 名员工也被

片方清退。 目前处于停摆状

态的《银河护卫队 3》，迪士

尼方面没有就其后续安排

发放消息。

不过， 据 《好莱坞报

道》称，曾担任《雷神 3：诸

神黄昏》 导演的塔伊加·维

迪提，近日在和漫威高层会

面，虽然没有说具体为了哪

部电影，但维迪提幽默风趣

的风格，与《银河护卫队》

系列还挺像。 阿泽

2.0 分“惨案”

影片讲述了一群表演系学生在毕

志飞饰演的“文老师” 带领下学习表

演的故事，其中包括被潜规则等情节。

他介绍， 影片中所有演员都是各大院

校表演系的学生。 他相信，自己的“创

新” 是有意义的，“现在每天生活的信

息量都很大， 观众也比以前接受度更

好，所以电影再按原来的节奏，可能会

显得太慢。 ”因此，他在片中安排了十

几条故事线，加入大量旁白，并使用颇

为独特的章回体进行转场。 然而上映

之后，影片境遇却彻底降至冰点。

毕志飞说，从当天零点到下午 16

点，影片遭遇豆瓣网“锁分” ，“明明

热评区有二星、三星、四星、五星，但在

积分时， 网站却显示 100%的一星，其

他评价全部未计入。 ” 他认为这很不

合理，怀疑是豆瓣系统出了故障，所以

紧急联系了豆瓣网客服。很快，网站评

分变为 2.7 分， 但十几分钟后又显示

为暂无评分。第二天，豆瓣重新开放了

对《逐梦演艺圈》的评分功能，此后影

片得分一路下跌， 最终维持在目前的

2.1分。

毕志飞本人也因此收获“史上最

低分导演” 的评价，但他认为，造成大

众这一印象的原因，正是 16 个小时不

曾更改、变动的全一星评分。在了解到

豆瓣最低分就是一星，即 2 分后，他有

一些愤怒，“我们的电影再差也不会

是最差，怎么可能全是一星，相当于零

分。 ”支持他的，是评论区几个零星的

称赞，“当时我们的电影就几百条评

价，只要有一条其他评分，就超过了千

分之一，应该在计分部分有体现。 ”

为此，他将豆瓣网诉至法院，要求

对方道歉。 8 月 22 日此案在北京开

庭。庭审现场，毕志飞展示了一段自己

与豆瓣客服沟通、 评分变化全过程的

视频，并一遍遍强调，“我们不是起诉

恶意评分， 而是要为自己在上映当天

的被‘锁分’遭遇要一个说法。 ”

与“豆瓣们”的战争

不过，他的强调似乎作用不大。庭

审刚结束不久，毕志飞就注意到，媒体

在报道案件进展时，用了“起诉豆瓣

恶评泛滥” 之类的关键词作为标题，

这让他很不满。 “我没有起诉他们恶

评泛滥，也没有说不允许网友差评。我

起诉的是被‘锁分这件事’ 。 ”

但事实上， 即使是在准确点出

“怀疑被锁定最低分” 的相关报道下

面，网友评论最多的还是：“碰瓷豆瓣

吧，2 分已经很高了， 应该负分”“片

子烂还不允许别人评论了？ ”“烂片还

有理了！ ” ……双方似乎都陷入一种

思维惯性。 网友一遍一遍强调电影拍

得烂，2 分“实至名归” 。 导演一遍一

遍澄清，可以骂可以差评，但长达 16

个小时的全一星真的不正常———背后

是双方对彼此逻辑的完全不理解。

在网友看来，电影拍得差，就有可

能全部都是一星， 而且时间已经证明

了《逐梦演艺圈》是一部烂片，再质疑

豆瓣评分机制就是在否认大家的审

美； 而在毕志飞看来，《逐梦演艺圈》

作为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有不足，但不

至于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烂的影片。

毕志飞认为，所谓起诉恶评泛滥，

可能是大众对自己的误读， 也可能是

豆瓣有意为之， 借此将他塑造成一个

听不得别人说不好的自大形象。 “因

为以前也有电影片方起诉豆瓣， 主要

都是质疑水军抹黑， 所以大家想当然

地认为，我也是起诉豆瓣恶意评论，但

真不是。 ”

问题是， 上映第一天的全一星对

于影片整体评价真的那么重要吗？ 对

毕志飞来说，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在他

看来， 正是第一天的全一星评价导致

院线早早下线了自己的电影， 也让许

多原本有观影兴趣的观众望而却步。

在他原本的计划里， 电影将在没有太

多关注的情况下完成正常上映， 最终

豆瓣评分维持在 3到 4分。

毕志飞说，自从自己和豆瓣“结

怨” ，各大社交网站上诋毁、贬低自己

和影片的人就很多， 许多豆瓣网友和

影评人， 都将对他的攻击视为对豆瓣

评分独立性的保卫。 “豆瓣毕竟是目

前最权威的电影评价网站， 所以很多

观众也不敢公开支持我们。 ”从今年 1

月 22 日起， 也就是影片第二次上映

后，他在微博上公开发布 44 条与豆瓣

相关的内容，其中既包括“豆瓣新片

刷至 6分只需 5500元”之类对网站本

身的质疑， 也包括对支持豆瓣方网友

的回怼。和豆瓣网的官司，无形中似乎

已经演变成他和所有支持豆瓣的网友

的战争。

如果没有和豆瓣的这场风波，他

对自己的定位是“受社会各界人士期

待的国内新人导演” ， 目标是在戛纳

电影节拿奖。 但因为 2.0分事件，过去

一年他的主要工作就变成了一遍一遍

解释、澄清，“我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

人，我其实很努力。 ”

筹划第二部电影

就在大家还为 《逐梦演艺圈》到

底值几分争论不休时， 毕志飞一边解

释着一边开始准备“抽身” 。 如今他已

经在筹划准备自己的第二部电影，

“准备送戛纳电影节。 ” 据他透露，影

片的内容将与支教有关， 目前还在筹

划准备当中，但还没有找到合作方。

收获 2.0 分后， 几乎没有人主动

联系过他，表达合作意向。

他介绍，《逐梦演艺圈》作为自己

的第一部电影，总投资不过几百万元，

大部分都来自于亲戚朋友的借款。

“不是说就不用还了， 但电影亏损巨

大，只能是以后想办法再还了。 ”此前

有消息称， 其岳父在电影拍摄途中提

供了许多资金、人脉方面的支持。对此

毕志飞回应说：“我岳父并非金融大

佬，也没有多少能量。拍摄时资金他只

提供了一部分， 而且都是算作借款

的。 ”

毕志飞说，自己和豆瓣“宣战” 之

后，不仅自己成为网友们调侃的对象，

连带着身边的亲戚朋友、导师、学校都

陷入各种传言之中，“我是十分愧疚

了，但是他们反而更多的是安慰我。让

我很感动。 ” 在他深陷和豆瓣的恩怨

之中时，家人朋友提醒最多的是：要向

前看，不要耽误自己的正常创作。

在《逐梦演艺圈》上映前，毕志飞

曾出版过一部名为《一个电影“疯子”

的逐梦历程》的自传，但他并不认可

“疯子” 这个称呼，“叫疯子其实是因

为周围的亲戚、朋友心疼我，觉得我为

这部电影付出了太多，所以会说‘你

是不是疯了’ ， 我后来想了想， 可能

‘疯子’就是他们对我的印象。 ” 而他

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认真的人。

孔令晗

历时近一年，曾经引发争议的《逐梦演艺圈》终于

在各种前仆后继的热点话题中，逐渐被观众遗忘。 但随

着出品方告豆瓣网恶意“锁分” 案的开庭，已经淡出大

众视野的影片再次被提起， 铺天盖地而来的依然是戏

谑和调侃。 而影片导演毕志飞也还坚持着过去一年最

重要的工作：解释、澄清、回应。 无论是庭审现场，还是

事后采访，这位“北京电影学院第一名考入北京大学攻

读博士研究生的毕业生” 强调最多的就是：“我们不是

不允许其他人批评，只是质疑上映当天的离奇遭遇。 ”

他所谓的“离奇遭遇” 是指，去年 9 月影片第一次

上映时，从零点到下午 16 点，长达 16 个小时的“全一

星”待遇。在毕志飞看来，自己的电影就算再烂，豆瓣评

分也不至于百分之百都是一星，即最低分。 他认为，正

是这 16 个小时的“锁分” ，才导致自己被扣上“史上最

低分导演” 的帽子，也致使电影匆匆下架，甚至引来大

众对其大学经历的质疑。

因状告豆瓣网“恶意锁分”

而重归大众视野

被称“史上最低分导演”

毕志飞筹拍第二部影片

印度票房神作 《苏

丹》 将于 8 月 31 日在中

国公映，电影讲述萨尔曼·

汗饰演的普通小镇青年为

了爱情苦练摔跤， 并实现

人生逆风翻盘的故事。 由

《中国新说唱》 热门选手

那吾克热演唱的同名推广

曲《苏丹》近日正式上线，

一段永不放弃的誓言，一

首惊艳的励志说唱。

那吾克热为电影《苏

丹》 演唱同名推广曲，可

谓用心良苦， 不仅亲自作

词作曲， 歌曲的风格和内

容都是为影片量身定做。

为创作提前观看电影时，

那吾克热几度被感动落

泪， 男主角苏丹面临人生

低谷的反抗精神， 让他感

受到了强烈的代入感。 推

广曲中也唱出了苏丹的低

落与崛起，“闭上眼祈祷，

不怕被击倒， 就算跌落在

低潮，不屑被讥笑” 。

张艺谋执导的电影

《影》 将于 9月 30日国庆

档上映，片方近日发布“小

艾” 视角的“抉择” 版预告

和“水漫”版角色海报。 片

中饰演小艾的孙俪， 陷入

与邓超饰演的两个角色中

的三角纠葛； 沛国被战前

紧张气氛笼罩，黑云压城；

八主演九角色恣意狂放现

身海报， 人物关系日益明

朗， 在家国纷争杀场中面

临生死抉择。

《影》中邓超扮演都督

子虞， 一直躲在密室中运

筹帷幄； 而抛头露面的事

情则由与他外貌惊人相似

的替身境州处理。 预告中，

小艾面对真身和替身两位

“夫君” ，两难抉择。

这次孙俪与 “两个邓

超” 的对手戏，要有两种截

然不同的情感流露且反差

极大。 预告片中邓超、孙俪

与扮演君王的郑恺三人对

飙演技，戏份满满。

开心麻花电

影 《李茶的姑

妈》将于 9 月 30

日国庆档上映，

电影发布了一组

角色版海报，沈

腾、 常远等人悉

数亮相。

《李茶的姑

妈》 中， 姑妈是全球女首

富，因为李茶的订婚仪式而

聚首的一群人都在觊觎姑

妈的财富，然而各怀鬼胎的

一行人却误将黄才伦饰演

的小职员认作姑妈。为了各

自的利益，黄才伦、艾伦、宋

阳三人将计就计，组团“假

扮姑妈” ，而众人也纷纷使

出绝活来讨好这位 “假姑

妈” 。

片中扮演“真姑妈” 的

是《战狼 2》的女主角卢靖

姗。 小马

马泽望

被《苏丹》热血故事感动

那吾克热创作同名推广曲

《影》发布孙俪角色预告

鑫新

《李茶的姑妈》

发布角色版海报

《银河护卫队 3》制作暂停了

毕志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