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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K9 热评
Cure-香港独立电影节2010
放映时间：2010年11月27日(周六) 19:30 / 11月28日(周日) 21:30
放映场馆：The Grand 圆方戏院

他的音乐震撼心灵～
80后生有思想，有创意，更有敢于...
顶拇指
太棒了！太有創意！太有意義！水準...
《咏蟹花》真好看 以一部戏延伸出...
Pope Joan
换个口味来点印度片也不错哦，印度...
好有创意阿 将普通路面和起飞结合...
此片 声名在外好多年阿 呵呵
WOW! 这个专题真好看！！
她中毒了...
烂片,这个电影节是不是实在凑不齐...
光棍二的海报....额....
第二副图有点像海底世界...
真想看看这些少年面临这些垃圾~~...
Aiyo！看起来不错哟＠＠
突然很留恋黑白片的画面感。
顶上那两幅涂鸦，好扎眼哦，色彩看...
更多

MASK9 新贴
Cure
导演：叶剑峰
主演：Makara Supinacharoen、Jirarat Teachasriprasert、Eric Chu、Siriwan Khankham
出品国家：香港
语言：泰语、粤语对白，中英文字幕
片长：94分钟
彩色黑白：彩色
上映时间：2010年

电影简介
这部公路电影是怎样炼成的？真可谓一波多折。导演叶剑峰的原定计划是往泰国南部渔村拍摄人间天堂的兄妹情故
事。岂料时间、人物和地点都敲定了，却因剧本不获官方批准令计划胎死腹中。尽管剧本、演员、场景一概欠奉，9
人拍摄团队依然豁然出发；却又巧遇红衫军的示威事件，导演因车祸一度重伤入院。但导演Bill是Kill不死的。拍摄
团队继续勇往直前完成了《Cure》！本片讲述两名卖假药的骗子从曼谷嘻哈上路，过程中其中一人葬身古迹下，剩
下的一人唯有毅然独自完成历险。旅途上主角见证了灯红酒绿后的辛酸，经历过雾水情缘中的虚幻，最后回归山清
水秀的泰北家乡。蓦然回想，戏里戏外，才惊觉这个旅程中尽是真善真美的宝藏和发现。

• 【猜火车独立影像论坛】11月28日（周
日）李红旗剧情作品《寒假》放映及导演
交流
• 第五届北欧纪录片电影节-放映片目及影片
简介
• 《沙漠女王》(Queen of the Desert)
• 《午夜狂奔》(Midnight Run)
• 《末路狂花》(Thelma & Louise)
• 《我俩没有明天》(Bonnie and Clyde，港
译《雌雄大盗》)
• 《逍遥骑士》(Easy Rider)
• 幸福其实就在身边，只不过我们一直都未
曾留意
• 五大亮点引爆《惊声奸笑》现场
更多

MASK9 热榜
今日排行榜：
• THE VERSE 乐队演出
• UCCA-NORDOX：北欧纪录片电影节特
别放映
• 山林的勇敢设计-“中国新设计“系列 15
• 化现场专场
• 巨匠的传承--巴赫、贝多芬与勃拉姆斯专
场
• 梦幻•法兰西专场
• 痛仰乐队2009上海站
• 周云山
• 第三届欧盟影展 The 3rd EU Film Festival
in China

正在被关注：
• 百老汇经典悬疑剧《侦察》
• 拉美革命之现实与想象:张翠容对话程昕东
-现代传播“周末观天下”系列活动
• 第十三期长宁图书馆英语沙龙
• 《佤山古歌》多媒体民族音乐歌舞专场
• Asia Pacific Dance Platform
• 不确定未来系列论坛第四期实践
Uncertain Future 4th Editio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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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价：$65
购票办法：
1. 亲临The Grand Cinema票房
2. 网上购票：www.thegrandcinema.com.hk
3. iPhone购票：iPhone App Store > Hong Kong Mov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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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地利双子星-上海交响乐团2010-11音乐
季
• “蜀道”何昌林个展
• 大卫·弗雷中国处子秀-上海交响乐团201011音乐季

* 网上及电话购票均需收取每张HK$6手续费
* iPhone购票需收取每张HK$8手续费
场馆地址：香港九龙尖沙咀柯士甸道西1号Elements 2楼(港铁九龙站)
场馆电话：21968170
-----------------------------------------------------------------------------------------------------Cure-2010 Hong Kong Independent Fiml Festival
When:Nov.27, 2010 19:30 / Nov.28, 2010 21:30
Where:The Grand Cinema
© 好戏网 MASK9 合作伙伴 工作机会 联系我们

Cure
Hong Kong / 2010 / 彩色Color / 94min
Director:Bill(Yip Kim Fung)
Cast:Makara Supinacharoen, Jirarat Teachasriprasert, Eric Chu, Siriwan Khankham
Language:In Thai and Cantonese with Chinese and English subtitles

Synopsis:
Director Bill Yip's ambition originally was to film a moving story in a picturesque fishing village in Southern
Thailand. Unfortunately the project was aborted on the eve of shooting commencement when the script failed to
pass official Thai censorship. Director tried to hit the road with nothing but his passion and belief! However, he was
then suffered from the political demonstrations and car accident… But you can’t kill this Bill; he finally
accomplished this wonderful road movie telling a story about two con artists hawking fake medicine. They begin
their journey from Bangkok. One dies from the exposure of scam and buried under the ruins of Sukhothai. Striking
out alone, our hero makes his own adventures and encounters. A long way to his hometown in Northern Thailand,
the end of the journey becomes a soul-searching discovery of the meaning of kindheartedness.

Price:$65
Ticketing:
1. Tickets available at the box office of The Grand Cinema
2. Online Ticketing:www.thegrandcinema.com.hk
3. iPhone Ticketing:iPhone App Store > Hong Kong Movie
* HK$6 handling fee will be charged for each ticket purchased online or by phone
* HK$8 handling fee will be charged for each ticket purchased via iPhone Ticketing
Address:2/F, Elements, 1 Austin Road West, Kowloon (Kowloon Station & Austin Station, MTR)
Enquiry:21968170

更多精彩--->香港独立电影节2010
拓展阅读：
好戏网专访叶剑峰导演-专题
香港独立电影节2010-专题
香港独立电影节2010-官方网址
日期:
2010-11-27 19:30 - 2010-11-28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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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香港 The Grand 圆方戏院 21968170 Austin Road West Bill Cure Eric Chu Jirarat
Teachasriprasert Makara Supinacharoen Siriwan Khankham The Grand Cinema Yip Kim Fung
西 香港独立电影节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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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峰

柯士甸道

发表新评论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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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K9 好戏 同城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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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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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光国乐团 薪火相传-张重雪胡琴世界
《跳上跳落跳出跳入跳进元朗剧院》四围跳系列-环境舞蹈
奇想偶戏剧团《奇妙的光影》影子偶工作坊
《文学改编电影》十一月份商务读书会
《小东西》Thomas Mao 电影特别放映及讨论会-香港独立电影节2010
舞蹈专家座谈会
《潇洒东坡》赏析讲座
月读‧悦读‧读书会：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一生的挫折与感悟
Poet Dongpo - Grand Dance Drama

MASK9 好戏 同类发现
•
•
•
•
•
•
•
•
•

《附注：我爱你》@YOANN
影片《给坏小子的歌 Song for a raggy boy》-西厢『五夜场』
比利时影片《本X Ben X》-西厢『五夜场』
波兰影片《我是 Jestem》-西厢『五夜场』
西厢『五夜场』开锣揭幕了
【天津影迷幼儿园增4期】《两个季节》师大放映暨导演交流
【天津影迷幼儿园第95期】《河岸》放映暨导演交流
【天津影迷幼儿园第94期】《柜族 Chinese Closet》放映暨导演交流
“齐放”特别之青年独立影像在路上

MASK9 好戏 温暖推荐
•
•
•
•
•
•
•
•
•

Cure-香港独立电影节2010
在路上，CURE...
10到90女流之辈 Let It Be-香港独立电影节2010
影子 Shadows-香港独立电影节2010
首演之夜 Opening Night-香港独立电影节2010
面貌 Faces-香港独立电影节2010
受影响的女人 A Woman Under the Influence-香港独立电影节2010
雾 Fog-香港独立电影节2010
忽尔今夏 It’s Already Summer-香港独立电影节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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