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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盡爆煲媽咪》

《動物世界》

《非同凡響》《嫲煩家族 3 走佬阿嫂》



《論盡爆煲媽咪》
《Juno 少女孕記》(Juno) 黃金創作組合：導演積遜懷文 (Jason 
Reitman) 及編劇戴雅寶高迪 (Diablo Cody)，繼《中女翻叮日
記》(Young Adult) 後，再次與金像影后查理絲花朗 (Charlize 
Theron) 合作，炮製最新喜劇《論盡爆煲媽咪》(Tully) ﹗

當年《Juno 少女孕記》熱爆全球，叫好叫座，更為戴雅寶高迪
奪得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殊榮，而導演積遜懷文亦憑此片
及《寡佬飛行日記》(Up in the Air) 兩度提名奧斯卡「最佳導
演」，成績驕人。而近年狀態大勇的查理絲花朗，接連拍下《末
日先鋒：戰甲飛車》(Mad Max: Fury Road)、《獵神：魔雪叛變》
(The Huntsman : Winter's War) 等多部的重磅鉅製後，今次以
其精湛演技回歸精品喜劇，更為此片增肥 35 磅，搖身一變成
為 3 子之母，完美演繹阿媽照顧小朋友的辛酸無助。

瑪露 ( 查理絲花朗 飾 ) 一直獨力湊大兩隻化骨龍，並身兼所有
家務事，老公卻日日只顧返工和打機。但老三出世後，瑪露終
於接近崩潰邊緣，就算討厭外人插手家事，今次都要搵救星，
聘請夜間褓姆——桃莉。瑪露慢慢地與這個充滿活力、自由奔
放的女孩建立出獨特的友誼，也不知不覺搵返自己嘅生活，喚
醒了潛藏心底的另一面…誰知道，原來桃莉竟然同樣一直在隱
藏自己的真面目？﹗



《Tully》
Synopsis:
The film is about Marlo, a mother of three including a 
newborn, who is gifted a night nanny by her brother. 
Hesitant to the extravagance at first, Marlo comes to 
form a unique bond with the thoughtful, surprising, and 
sometimes challenging young nanny named Tully.

Movie Information:
Movie: Tully
Director: Jason Reitman
Casts:  Charlize Theron, Mackenzie Davis, Mark Duplass
Release Date: 30 Aug 2018
Running Time: TBC
Category: TBC
Genre: Drama
Language: English (with Chinese subtitles)













《動物世界》

電影介紹：

《動物世界》由《滾蛋吧，腫瘤君》的導演韓延執導，特邀奧

斯卡金像獎影帝 米高德格拉斯（Michael Douglas）首次合作

拍攝華語電影，加上影后級人馬、近期大熱話題之作《後來的

我們》的女主角 周冬雨領銜主演及國內爆紅人氣小鮮肉 李易峰

特意減產近一年以專心參與拍攝。

電影不但邀請到《猿人爭霸戰：猩凶革命》的國際頂尖特效團隊

「維塔工作室」負責電影的視覺特效，更請來曾擔任《星球大戰》

及《星際特工：千星之城》場景設計的華裔設計師朱峰負責整

個設計概念。攝影師則由曾擔綱 Marvel 電影《鐵甲奇俠 3》攝

影工作的 Greg Gilbert、Matthew Waka 負責，將《動物世界》

的特技場面提升至國際水平，一新觀眾耳目，將華語電影的水

平帶到新境界。

《動物世界》改編自日本漫畫家福本伸行 90 年代風靡日本的

本土漫畫作品《賭博默示錄》，自 1996 年在《周刊 Young 

Magazine》上開始連載，截止到 2008 年為止共賣出了 1000

萬本以上。 導演在漫畫原有劇情的基礎上，不僅打破了原著中

只有男性角色的設定，更加入了新的人物角色，同時又將故事

背景放置在郵輪上，將原著中強烈的「賭博」概念置換為一場

卡牌遊戲，以決定生死。



故事大綱：

電影故事講述一事無成的鄭開司（李易峰 飾），因為誤信從小

相識的朋友李軍 ( 曹炳琨 飾 ) 而背負上數百萬債務。為償還欠

款，及照顧相依為命的植物人母親和青梅竹馬的劉青（周冬雨 

飾），他被迫登上「命運號」遊輪，參加一場神秘的賭局遊戲，

一旦獲勝，就能將欠款一筆勾銷，甚至扭轉命運，改寫坎坷的

人生。

賭局規則看起來很簡單，參加者以「包、剪、揼」卡牌為道具猜

拳，勝方可贏取對手身上的星星標誌。然而在一群走投無路的

賭徒面前，賭局中的任何一絲破綻都可以加以利用。鄭開司接

連遇到了落魄的魔術師張景坤、陷害他的朋友李軍、臨時夥伴

孟小胖等人，這群亡命之徒毫無底線的欺詐爭奪，讓人性的自

私與殘酷暴露無遺，局中局、計中計，令鄭開司難以招架，讓「命

運號」郵輪徹底淪為鬥獸場，其間折射出的人性殘酷，儼然是

社會的縮影。

賭局最終成為一場獵殺，鄭開司每分每秒都身處在窮途末路，

憑藉他的智慧和堅韌遊走於人性善惡的邊緣，在只有逆境的動

物世界裡，他最終可否堅守道義和底線，不因殘酷的現實而改

變初心？一場玩命的殘酷遊戲，馬上開始！



角色介紹：

鄭開司（李易峰 飾）

一個有義氣、精於數學、生活在小城市的普通人，與劉青（周

冬雨 飾）青梅竹馬。

七歲時父親被不知名人士殺害，母親亦因此成為植物人，導致

開司一直對七歲的記憶模糊不清，只對小丑有特別的感覺。他

情緒激動時，身邊的人就會在他腦海變成怪獸般，他心中的小

丑亦會出現來對付他們。

長大後一直化妝成小丑於遊戲廳打工，以為母親付龐大的醫藥

費。不料被好友欺騙而背上巨額債務。 他為此登上「命運號」

遊輪參加一場神秘遊戲，改變命運。

劉青（周冬雨 飾）

一名護士，與開司（李易峰 飾）青梅竹馬。非常關心開司，於

醫院工作時亦會幫忙照顧開司的母親。與開司的關係曖昧。

安德森（米高德格拉斯 飾）

「命運號」郵輪的掌舵者，神秘遊戲的策劃人。他邀請欠債的

人登上「命運號」遊輪參與一場神秘遊戲，於遊戲獲勝的人將

能令債務一筆勾消。



李軍（曹炳琨 飾）

地產經紀，開司的好友。為償還賭債欺騙開司，與開司一
起登上「命運號」遊輪。在船上與開司和小胖結盟，一起
設法擊敗其他對手。

孟小胖（王戈 飾）

與開司和李軍同樣是因欠債而登上「命運號」遊輪。
起初於遊戲中欺騙開司和李軍，期後因二人以德報怨協助
了他，與他們結盟。

張景坤（蘇可 飾）

為人奸詐狡猾，精於魔術，曾多次參與神秘遊戲。
於遊戲期間一直扮作好人，欺騙各參賽者以獲取更多星星
標誌，並為難開司。最後遭開司識穿其真面目。

導演介紹

韓延，中國內地導演及編劇，曾憑愛情喜劇片《滾蛋吧！腫瘤

君》獲第 11 屆中美電影節「金天使獎」，並代表中國內地角逐

第 88 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動物世界》為韓延自編自

導的作品，保留原著《賭博默示錄》的精萃，並加入懸疑、動作、

遊戲等元素。他曾為獲原著的版權而寫一萬字的長信給原作者

講述改編的計劃，誠意十足。





《動物世界》
          為什麼叫動物世界？

這是拍攝團隊所有人都問導演的一個問題，電影起名為《動物世

界》曾遭多方反對，但導演非常堅持，導演一直在想這部電影

如果用一句說話來概括：「為了生存，靠著動物本能做事，這

不就是動物世界嗎？」。眾人在失去道德束縛的「命運號」遊輪，

如野獸般毫無底線的欺詐爭奪，為了慾望和生存而打響的存亡

之戰讓每個人展現出內心最深處的動物本能，能夠成功生存就

是第一位，這就是動物本能。

電影裏所有的角色在導演眼中，都有屬於他們自己的動物屬性，

各個角色的種種行為，再突顯動物性：貪婪、痛苦、渴望權力。

鄭開司（李易峰 飾）和兩位盟友深陷泥潭，登船者們每個人都

心懷鬼胎，在沒有道德和階級束縛的海上游輪，慾望與生死交

織，「活下去」成了每個人的首要任務，動物本能由此顯現。

鄭開司跟李軍（曹炳琨 飾）、孟小胖（王戈 飾）臨時組隊作戰，

三人性格各異、各懷心思，關係錯綜複雜。

導演認為鄭開司背後的動物屬性是猩猩，李易峰對自己的角色

解讀為「一個生活在小城市的普通人」，然而小丑裝扮是角色

童年的烙印，暗示著角色內心懷有不甘的另一面。動物屬性是

狼的李軍與鄭開司感情不淺，兩人從小一起長大，到成為對手

再重新結盟，當中故事暗藏玄機。



被認為比較黑心腸的孟小胖動物屬性則是豺狼，而「命運號」

郵輪的掌舵策劃人安德森（米高德格拉斯 飾）屬性是老虎，船

上的每個人也都化身動物，將游輪最終變成了真正的「動物世

界」。



李易峰推掉大半年工作接拍
《動物世界》

國內人氣小生李易峰在最當紅的時期為了鄭開司這個角色放棄

了一年的工作通告，甚至被外界猜測因生病而減產，停止一年

的工作只為專心演出《動物世界》。李易峰說：「自己到達了

藝術創作的爆發時期，希望自己可以令這段時期延長一點，畢

竟演員藝術創作的時間有限。三十歲也是一個而立之年，而這

部作品可能正是讓我轉折進步的最好證明。」

李易峰已在娛樂圈打滾了十一年，隨著年齡的增長，他開始替

自己選擇好的作品和好的角色，挑選一些能作為經典流傳的電

影，努力的將明星與演員這兩個頭銜分開。李易峰這一次為《動

物世界》十分重視，不僅在造型上做了新的挑戰，大膽挑戰小丑

等之前從未嘗試過的造型，還推掉了大量的商業活動，在海南專

心拍戲 8 個月，他也表示：「能遇到這樣的劇本和角色很不容易，

沒必要去權衡各種商業利益，希望可以通過《動物世界》讓更多

觀眾了解到一個不一樣的李易峰，有這樣的經歷已很值得。」。

這種敬業精神令導演韓延讚不絕口。













電影資料：

片名：  動物世界 (Animal World)

導演：  韓延

主演：  米高德格拉斯（Michael Douglas）、 周冬雨、

李易峰

上畫日期：  7 月 12 日

片長：  130 分鐘

級別：  IIB

片種：  劇情

語言：  普通語（中英字幕）

院線：  The Grand、新光戲院、嘉禾荃新天地、元朗 My 

Cinema YOHO、百老匯嘉湖銀座、澳門永樂

發行：  名威影業













《非同凡響》
台北電影節世界首映

導演歐文傑、主演谷祖琳
、余香凝及岑珈其赴台與觀眾分

享感動

金像導演歐文傑新作《非同凡響》(Distinction) 6 月 29 日於第

20 屆台北電影節世界首映，歐文傑攜主演谷祖琳、余香凝、岑

珈其赴台與觀眾見面。台北觀眾不僅十分喜愛這部香港本土製

作的影片，更表示對於當中的關懷能夠感同身受。

《非同凡響》能夠入圍台北電影節，歐文傑感到十分鼓舞，他感

謝台北電影節及參與協作的每一位工作人員，「感謝大家成就了

《非同凡響》！」。在電影中飾演老師的谷祖琳表示，能夠藉《非

同凡響》世界首映的機會與台北的觀眾同電影人交流，是很榮

幸與開心的事情。在電影中重返校園的余香凝認為《非同凡響》

在台北電影節世界首映意義重大，可以將電影的正能量傳達得

更遠。她說道：「電影內容涉及的教育制度與文化是關於香港的，

開頭都會擔心台灣觀眾未能深刻體會，但我相信社會價值觀、人

與人之間的感情，在任何地方都會有相似之處。今次好開心能

夠感動到台灣觀眾，亦都希望將來可以帶到去更多唔同的地方，

讓更多人對教育、對人生價值有更多反思的空間」。



飾演反叛中學生的男主角岑珈其在表示開心與興奮之餘，亦不忘

感謝歐文傑導演的賞識與觀眾的支持，他表示：「比起商業電影，

《非同凡響》的題材比較偏門，所以很開心見到觀眾喜歡。有人

見到自己的付出同努力，會覺得所有辛苦都是值得的。希望在本

次世界首映之後，會有更多人知道、喜歡並且支持這部電影。」

























《嫲煩家族３走佬阿嫂》

電影介紹：

《嫲煩家族３走佬阿嫂》(What a Wonderful Family! 3) 為

日本殿堂級電影大師山田洋次 (Yoji Yamada) 第 86 部作品。

繼探討晚年婚姻危機、老年貧困的主題後，《嫲煩家族》系

列的第 3 部將故事聚焦於女性的家務勞動被社會視為理所當

然的社會價值觀。本作再次齊聚原班人馬，包括橋爪功 (Isao 

HASHIZUME)、 吉 行 和 子 (Kazuko YOSHIYUKI)、 西 村 雅 彥 

(Masahiko NISHIMURA)、 夏 川 結 衣 (Yui NATSUKAWA)、

中 嶋 朋 子 (Tomoko NAKAJIMA)、 林 家 正 藏 (Shozo 

HAYASHIYA)、妻夫木聰 (Satoshi TSUMABUKI) 及蒼井優 (Yu 

AOI) 飾演平田一家，繼續以喜劇的形式探討日本社會的各種議

題。

故事大綱：

原班人馬再度埋班一家人默契滿分，嫲煩家族麻煩事接二連三！

老頑固鬧完離婚，死埋老友，今次輪到新抱離家出走！大嫂 ( 夏

川結衣 飾 ) 持家有道事無大小照顧周到，忽然一日賊仔上門將

她的私己錢偷走，老公 ( 西村雅彥 飾 ) 大發雷霆令她心灰意冷拂

袖而去。一屋上下頓時七國咁亂，老爺子 ( 橋爪功 飾 ) 不得不幫

忙打理家務，手忙腳亂仲差點燒晒全家！平田家陷入家變危機，

最後如何收科？



導演的話：

這部電影是獻給所有妻子的頌歌。

究竟全職家庭主婦有何辛勞，她們對家庭來說何等舉足輕重？

前一部作品《嫲煩家族 2》以周造舊友引發的騷動，引申老年貧

困的社會問題。而這一次與之前作品的不同之處，是故事聚焦

於家庭內部，講述平田家的成員如果面對及解決夫婦之間延伸

出的問題。

這次的主題頗具意義，我希望能夠透過電影傳達這份重量，令

這次的作品成為一部詼諧而不失深度的喜劇電影。



山田洋次仍堅持以菲林拍攝

《嫲煩家族３走佬阿嫂》為山田洋次導演第 86 部作品，2017

年 10 月 3 日在位於東京世田谷區砧的東寶工作室 9 號舞台開鏡。

前一部作品《嫲煩家族２》上映後 4 個月，山田拍攝組再次集

結成軍，電影經歷 2 個月的拍攝後於 11 月 28 日殺青。

數碼拍攝是現今電影業界的主流，然而山田拍攝組仍保持一貫

作風以菲林進行拍攝。彩排，試位，甚至是正式拍攝前的最後

彩排，拍攝組都堅持不運轉攝影機。山田導演一句「下一次就

來正式拍攝」，演員及工作人員均立刻抖擻精神，原本溫和的

現場氣氛亦瞬間變得緊張起來，待臨場的緊張情緒達到最高點

時，正式拍攝由導演喊出的「action」開始。首先是底片運轉的

聲音，再來是場記板的拍打聲，然後就是鏡頭裡人物、風、光

線等一切人事物的合演。「cut ！…ok ！」山田導演一聲令下，

肅靜的現場就好像返回現實世界般恢復原來的氣氛，眾人亦開

始準備下一個拍攝鏡頭。

獻給主婦的頌歌

山田導演在前作《嫲煩家族２》進行謝票時曾提到「女性對家

務勞動的貢獻完全被忽視這一點是現今社會的重大問題」，《嫲

煩家族３走佬阿嫂》就是以此為基礎執筆而成的新作。副題「妻

子如薔薇」令人想到女性電影的大師成瀨巳喜男導演的作品《願

妻如薔薇》，山田導演表示此副題「包含了妻子彷若薔薇般漂

亮的讚美」。



這次的中心人物是由夏川結衣飾演的史枝，她是在平田家中負責

打理三代人生活日常的長男妻子，在本作中引起極多觀眾共鳴。

開鏡前一天，山田導演視察攝影棚時首先確認的就是主婦的舞

台——廚房。10 月 10 日拍攝的是平田家用餐的鏡頭，「坐下，

拿起牛奶，說台詞，繼續……」「夏川小姐，讓我聽聽你唱女高

音，好像金絲雀般……」。拍攝在山田導演發出的極其精細的指

示中徐徐進行。

史枝——憧憬家庭之外的生活

10 月 4 日是夏川結衣的開鏡日。當天拍攝的，是史枝在買菜回

家途中，停步看着在意的西班牙舞教室招牌。「不是就這樣看，

是要帶有憧憬的眼神」山田導演說。這次的故事不但描寫了史

枝作為家庭及夫婦一員的身分，也深入地描寫了她自身的想法。

10 月 15 日拍攝的戲份講述有天晚上富子 ( 吉行和子 飾 )，庄太 

( 妻夫木聰 飾 ) 及憲子 ( 蒼井優 飾 ) 聚首家中，史枝邊熨衣服邊

加入三人的對話。「姐姐你平時都是邊說話邊忙活，我真的心

感佩服」，對於庄太及憲子對自己表示的敬意，史枝卻表達了

對家庭以外的世界的憧憬。正式拍攝前山田導演指導夏川：「不

需要凝重地說，就像說『我想去瑞士一趟』般說笑的口吻，因

為這對史枝來說是就像夢想一樣不着邊際。」語畢就開始正式

拍攝。





立川志樂初次參與演出

10 月 22 日早上，「導演！這不就是希治閣嗎！」笹野高史興

奮的聲音傳遍攝影棚。拍攝小偷瞄準空房入屋盜竊的場面，正

門玻璃破裂後的碎片中反映出某人側面的影子。「想模仿希治

閣劇場的感覺」，以光及影的對比為主的手法拍攝而成的場面，

就像隱藏於面臨破碎邊緣的家庭的黑影。飾演調查盜竊案的刑警

一角的，是初次加入的落語家立川志樂 ( 立川志らく , Shiraku 

Tatekawa)。被稱為「寅先生博士」，《男人之苦》的忠實擁躉

立川志樂在拍攝首天說道：「昨天在電視 (BS JAPAN《星期六

就是要看寅先生！》) 看到的《男人之苦 寅次郎紫陽花的戀愛》

實在太完美，( 對於以演員身分加入 ) 令我感到十分惶恐，能夠

有演出的機會已感到很幸福。」立川志樂珍而重之地演繹劇本

的一字一句，他與飾演泰藏的林家正藏發起的落語話題，令拍

攝現場充滿了此起彼落的笑聲。

平田家老爺周造破天荒首次挑戰家務！

除了在前兩部作品中登埸的平田家一階及二階各房間外，製作

團隊為了本作加建了浴室及更衣室的棚景。10 月 28 日，史枝

離家出走後，平田家的家務變相由周造 ( 橋爪功 飾 ) 一力承擔，

大顯身手！？這情節正是《嫲煩家族》系列中觀眾最期待的喜

劇場面。





山田導演要求演繹在打掃浴室時因瓷磚濕滑而滑倒的橋爪「( 周造

的表情 ) 要表達怒上心頭的情緒。」準備浴室場景最花時間的是浴

缸裡泡的量及形狀，為此美術部及裝飾部反覆摸索，為求達到最

佳效果。在這一場戲裡，理應在上一部已經去世的丸田 ( 小林稔侍 

飾 )，將以經歷了另一種人生的新角色角田登場。看過前二部作品

的觀眾看到必會會心一笑。

主婦史枝追夢挑戰西班牙舞

11 月 14 日，連日來無間斷地苦練西班牙舞的夏川終於迎來正式拍

攝。建在攝影棚中的特設舞台彌漫着與平常不一樣的緊張氣氛。透

過《男人之苦》系列描述過不同「夢想」的山田導演，選擇以夢的

形式表現史枝一直藏在心裡，快將按耐不住的想法。擔任西班牙舞

導師的是在山田導演的音樂劇《Marius》( 音楽劇マリウス ) 中負

責編舞的佐藤浩希。夏川飾演的史枝在強烈對比的燈光中與 8 位舞

者共舞，再來是獨舞的戲份，當山田導演喊「OK ！」，聽到掌聲

隨即而起，夏川亦禁不住落下淚來。

電影標題動畫設計別出心裁

本作的標題動畫及海報設計繼續由橫尾忠則負責，攝影棚裡設有山

田導演的房間，其中一部分是劃給橫尾的工作室，該處也是電影界

及藝術界兩大巨頭交流意見的地方。「電影裡有三岔路口嗎？」橫

尾邊問道邊完成加入了三岔路口元素的標題動畫草稿。當發現平田

家的外觀看上去像三岔路口，受到橫尾啟發的山田導演在 11 月 8

日向製作團隊提議



「可否做成電影《夢斷城西》般，將橫尾先生的畫製成寫實版，另

外要有汽車行駛。」11 月 19 日，山田導演及橫尾一同抵達平田家

的拍攝現場，花了 4 天時間定點拍攝特意訂造成拍攝用大小的白色

七人車及橫尾的畫作，終於在拍攝的尾聲 11 月 22 日 ( 當天山田

拍攝組本隊在茂田井進行拍攝 ) 完成拍攝。將照片串連起來後就是

令人難忘的標題動畫的誕生。

電影中心——家庭會議

11 月 10 日，拍攝家庭會議的第三天，山田導演一句「拍到筋疲力

盡為止。」逗得拍攝現場眾人發笑。描寫等待遠赴長野把史枝接回

來的幸之助等得不耐煩的平田家的第 79 場戲，佔了劇本的 15 頁

半。拍攝 15 頁劇本，《嫲煩家族１》的時候花了 5 天，《嫲煩家

族 2》花了 3 天。這天的拍攝由周造的超長台詞「大家聽好了，若

史枝不在了…」開始，山田導演提醒演員們：「簡單來說，這場戲

是整部電影的中心主題。」聽畢橋爪道：「請不要威嚇我啊。」拍

攝當天安排了兩台菲林攝影機，山田導演對來探班及參觀的野上照

代說「我不怎麼用兩台攝影機的。」曾經是黑澤明製作團隊的野上

只回應了一句「真令人懷念。」幾經試位及彩排後，進入正式拍攝，

靜得連呼吸都得小心奕奕的氣氛下，兩台攝影機開始運鏡。當橋爪

說完全部台詞，伴隨山田導演一聲「cut ！」的是野上的拍掌聲，

製作團隊的拍掌聲緊隨其後。



再臨《男人之苦》《東京家族》
取景地 原班人馬重返「故鄉」

山田拍攝隊曾到日本多地拍攝，在各地都有表示歡迎及為其打氣

的支持者。11 月 16 日，是對外發表柴又被指定為重要文化景

觀 ( 國家文化財產 ) 的前一天，《男人之苦》系列中亦經常在其

取景的柴又的帝釋天內，本作在眾多遊客的圍觀中進行了拍攝。

長野縣的茂田井是《黃昏的清兵衛》的取景地，本作主要在位於

舊道・中山道沿路的古民家 ( 史枝的娘家 ) 及釀酒廠 ( 周造的同

學家 ) 進行了拍攝。在 11 月 24 日晚上，寒風刺骨的雨景中拍

攝了幸之助及史枝的愛情戲。然後就是山田導演稱之為「日本原

風景」，十分喜愛的廣島縣・大崎上島。當年在拍攝《東京家族》

的空檔時，山田導演跟 8 位演員談到原班人馬拍攝喜劇的話題

而造就《嫲煩家族》的誕生，因此這裡可算是平田家 8 位成員

的故鄉。11 月 28 日，夕陽映照下，本作在響徹船歌的大崎上

島海濱完成了長達 2 個多月的拍攝。





【監督のコメント】

『妻よ薔薇のように　家族はつらいよⅢ』製作にあたって

今回は妻への讃歌です。

専業主婦の家事という仕事がどれだけ大変か、

家族にとって主婦の存在がどれだけ重要な意味をもっている

か。

前回の作品（『家族はつらいよ２』）は周造の友人が巻き起

こす騒動で老人の貧困がテーマだったけれども、

今回は（家族の）内側に内在していた夫婦の問題が噴出し、

それに対して家族たちがどう対応し、

オロオロしながらどう乗り越えていくか、そこが前とは大き

な違いです。

このテーマは、ある種の重みを持っているので、そこをきち

んと押さえて、

楽しくも味わい深いどっしりとした喜劇をつくりたいと思い

ます。

　　　　　　　　　　　　　　　　　　　　　　　　　　　

　　　　　　　　　　　　監督　山田洋次



【プロダクション・ノート】

2017 年 10 月 3 日、山田洋次監督 86 作目となる『家族はつ

らいよ』シリーズの第３弾が、東宝スタジオ（東京・砧）９

番ステージでクランクイン。前作『家族はつらいよ２』（2017

年 5 月 27 日公開）の公開初日から約 4 ヶ月を経て、山田組が

再結集。撮影は 11 月 28 日まで 2 ヶ月に渡って行われました。

映画撮影の主流がデジタルとなった今もなお、一貫してフィル

ムで行われる山田組の映画づくり。リハーサル、テストを何度

も重ね、本番前の“本番テスト“に至るまでフィルムは一切

回りません。山田監督の「次、（本番）いこう」という一言で、

キャスト・スタッフ全員が本番体制に。穏やかな雰囲気がピン

と張りつめた空気感へと変わり、緊張感が最高潮に達したとこ

ろで「ヨーイ、ハイ」の掛け声。フィルムキャメラのまわる音、

カチンコの音、そして人・風・光・物すべての芝居が始まる―。

山田監督の「カット！…OK ！」、静まり返ったスタジオは、

現実世界を取り戻すように動き出し、次のカットの撮影へと

準備が始まっていきます。



主婦への讃歌

前作の舞台挨拶で山田監督が話した「女性の家事労働がまった

く評価されていないことは大きな問題ではないか」という想い

が本作のテーマにつながり、誕生したタイトルは『妻よ薔薇の

ように　家族はつらいよⅢ』。女性映画の名手と知られる成瀬

巳喜男監督の『妻よ薔薇のやうに』を思わせるこのタイトルに

ついて山田監督は「妻よ薔薇のように美しく、というメッセ

ージを込めています」と語っています。物語の核となるのは、

本シリーズで観客から絶大な共感を得る長男の嫁・史枝。3 世

代家族の家事を担う主婦を夏川結衣さんが演じます。再びスタ

ジオに蘇った平田家の屋内。山田監督が、クランクイン前日

のセットの下見で、真っ先に向かったのはそんな主婦の舞台、

“台所”でした。そして、平田家の食卓の撮影日。指揮者のご

とく細やかな指示で「座る、牛乳をとる、セリフ、つづけて…」

「夏川さん、ソプラノで声をきかせて、カナリアのように…」。

山田監督の合図で気忙しい朝のひとこまが動き出します（10

月 10 日撮影）。



史枝、家の外の世界への憧れ

買い物の行き帰り。気になっているフラメンコ教室の看板を

眺める史枝。10 月 4 日、夏川さんのクランクインです。「ぼ

ーっと見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よ、憧れのまなざしだよ」と山田

監督。本作では、家族や夫婦の姿とともに、主婦である史枝

自身の想いも丁寧に描かれます。平田家のリビング、夜。富

子（吉行和子）、庄太（妻夫木聡）、憲子（蒼井優）が集い、

アイロンがけをしながらおしゃべりに加わる史枝。「お姉さん

を見ていると、いつも感心するの。話をしながら片時もじっ

としていたことがないでしょ」と敬意を示す庄太や憲子に対

し、史枝は、家の外の世界に対する憧れを口にします。山田

監督「深刻にではなく、まるで『私、スイスに行ってみたいの』

というような冗談じみた風に言ってください。彼女にとっては

夢のような話なんです」と夏川さんに語りかけます。そして、

本番。（10 月 15 日撮影）



立川志らくさん、初参加

10 月 22 日朝、笹野高史さんの「監督！これじゃヒッチコッ

クじゃないですか！」と興奮した声がスタジオに響きます。空

き巣を狙う泥棒の登場シーン。玄関扉のガラスのヒビ割れに、

横顔の影がピッタリとはまり込む演出。「ヒッチコック劇場

のような感じにしたい」光と影の映画的技法で演出されたカ

ットは、まるで、今にも割れて壊れてしまいそうな家族のも

とに忍び込んできた影のようです。

盗難捜査の刑事役には山田組初参加となる落語家の立川志ら

くさん。“寅さん博士”と異名をもつ、大の『男はつらいよ』

ファンでもある志らくさんは、撮影初日「昨日、テレビ（BS

ジャパン「やっぱり土曜は寅さん」）で観た『男はつらいよ　

寅次郎あじさいの恋』のあまりの完璧さに（出演者として撮

影に参加することが）怖く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た。出演できる

だけで幸せです」と意気込みました。脚本の一字一句を大切

にした志らくさんの丁寧な演技、そして泰蔵役の林家正蔵さ

んとの「落語ネタ」トークで、撮影現場はあたたかな笑いに

包まれました。



周造、家事に初挑戦！

今回、スタジオには 1 階と 2 階とに分けられた平田家の各部

屋に加えて、風呂場と脱衣所のセットも作られました。10 月

28 日、史枝が家出をしてしまい、主婦が不在となった家族の

家事を、周造（橋爪功）が引き受け、大活躍？！『家族はつら

いよ』シリーズにとって喜劇の見せ場とされてきた“コケ芝

居”がここで登場します。風呂を掃除しようとしたもののタイ

ルで滑って“コケ”る橋爪さんに、山田監督は「（周造の表情

は）ムッとしたいんです」。特に時間をかけたのは、浴槽に溜

まった泡の量や形状。どうすれば滑稽に写るのか、美術部・

装飾部が一丸となって試行錯誤を重ねます。また、このシー

ンには、前作でこの世を去ったまるた丸田（まるた・小林稔侍）

も、別の人生を送ってきたかくた角田（かくた）として登場。

本シリーズをご覧になられた方に、楽しんで頂ける仕掛けが

散りばめられています。

史枝さん、フラメンコを踊る！

11 月 14 日、撮影前から連日にわたり猛特訓を受けていた夏

川さんによるフラメンコダンスの撮影。ステージ内に作られた

特設舞台にいつもと違う緊張感が漂います。『男はつらいよ』

シリーズで様々な“夢”を描いてきた山田監督は、



史枝の秘めた想いが溢れ出る描写を、彼女の夢の中で表現し

ました。フラメンコ指導に、山田監督の舞台「音楽劇マリウ

ス」で振り付けを担当した佐藤浩希さん。8 人のダンサーに混

じって踊る史枝。陰影を帯びた強烈な色彩の光を浴び、繰り

返されるダンスシーン。そして史枝のソロダンス。山田監督

の「OK ！」の声と共に拍手がわき起こり、夏川さんの瞳から

涙がこぼれ落ちます。

横尾忠則さんのタイトルデザイン

本作でもタイトルバックとイメージポスターを横尾忠則さん

が担当。スタジオ内にある山田監督ルームの一画には横尾さん

のアトリエスペースが設けられ、映画界、アート界の巨匠であ

る二人の様々なアイディアが飛び出す場でもあります。ある

日、「この映画に Y 字路は出てきますか？」と横尾さん。そ

れは、徐々に Y 字路が描かれて完成していくタイトルバック

のアイディアでした。平田家の外観が Y 字路に見えることが

分かると、11 月 8 日、横尾さんに刺激を受けて、山田監督は

スタッフに「『ウエスト・サイド物語』のようにならないかね、

横尾さんの画が実写になって、車がぐ〜っと動き出す」と提

案。11 月 19 日、山田監督と横尾さんは平田家のロケ現場を

訪れました。撮影も終盤に差し掛かった 11 月 22 日（山田組

本隊は茂田井ロケ）、特注されたシネスコサイズの白いキャン

バスに描き出される横尾さんの画を４日間に渡って定点撮影。

その写真をつなげて心奪われるタイトルバックが誕生したの

です。



恒例の家族会議

「疲れるまで、やりましょう」。11 月 10 日、監督の言葉に

キャスト、スタッフ一同が笑いに包まれた家族会議の撮影３日

目。長野まで史枝を迎えに行った幸之助の帰りを待ちわびる家

族のシーン 79 は、台本上 15 頁半にも及びます。第 1 作では

15 頁の撮影に 5 日間、第 2 作では 3 日間。この日は周造が「い

いかみんな。史枝さんがいなくなったら…」と話し始める長台

詞の撮影です。「つまりここは、この映画のテーマみたいな

ことなんです」と監督。「あんまり脅かさないでくださいよ」

と橋爪さん。撮影には 2 台のフィルムキャメラが用意されま

した。撮影見学に訪れていた野上照代さんに「ぼくは、滅多に

2 台キャメラは使わないんですよ」と山田監督。黒澤組だった

野上さんは「懐かしい」と一言。リハーサル、テストが繰り

返され、ついに本番。息を飲むような静けさの中、2 台のフィ

ルムキャメラが回ります。橋爪さんが全ての台詞を言い切っ

た時「カット！」の声とともに野上さんから大きな拍手の音

が聞こえ、続けるようにスタッフ全員の拍手が広がりました。



ふたたび、柴又〈帝釈天〉、長
野〈茂田井〉、広島〈大崎上島〉

これまで日本全国を撮影で訪れてきた山田組には、各地で応

援をしてくれる方々がいて、温かく迎えてくれます。11 月 16

日、柴又が重要文化的景観（国の文化財）指定に発表がされる

前日、『男はつらいよ』シリーズでお馴染みの柴又の帝釈天内

で多くの観光客に見守られる中、撮影が行われました。長野県

・茂田井は『たそがれ清兵衛』の撮影地。旧道・中山道の道沿

いに佇む古民家（史枝の実家）と酒蔵（史枝の同級生の自宅）

を中心に撮影を行いました。11 月 24 日夜、沁みるような寒

さの中、雨降らしを行い、幸之助・史枝夫婦のラブシーンが

撮影されました。そして『東京家族』で訪れ、山田監督が〈日

本の原風景〉と愛する広島県・大崎上島。平田家８名の故郷と

もいえます。『東京家族』の撮影の合間にこの８人で喜劇をや

ったら…と山田監督とキャストが話しを膨らませる中で生まれ

たのが『家族はつらいよ』シリーズ。再び大崎上島の地を踏

むことになったのです。そして 11 月 28 日、舟歌が朗々と響

き渡る島の浜辺に、夕陽が沈むとともに撮影は終了しました。

このシーンをもって２ヶ月に及ぶ撮影がオールアップとなっ

たので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