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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1 月 13 日，2016 年中国
内地总票房突破 400 亿大关，用时
10个月零13天，仅比去年破400亿
快了19天。在2015年的黄金时代
后，2016年中国电影市场迅速进入
了冷静期，不但全年600亿梦碎，能
否突破 2015 年的全年 440.69 亿总
成绩，也成为一大悬念。

2015 年 12 月 3 日，中国电影
票房首次过 400 亿元大关，相较
2014 年同期增长 47.4%。2015 年
全年总票房 440.69 亿，同比增长

48.7%。票房一路高歌猛进，转眼
进入 2016 年，春节档的《美人鱼》
又创下近 34 亿的票房辉煌，不少
业内人士提出了 2016 年全年 600
亿的美好愿景。

然而此后形势急转直下，4 月
第一次出现票房负增长。2016 年
目前已出现 5 个票房负增长月，4
月、5 月、7 月、9 月、10 月的月度票
房较去年同期，跌幅分别为 26%、
1.3%、18%、33.2% 和 18.8% 。 不
过，眼看着 11 月尾声将近，11 月票

房较去年同期下降几乎已成了板
上钉钉的事情。

直至 2016 年 11 月 13 日，内地
总票房才突破 400 亿大关，只比去
年提前了 19 天。2015 年的 11 月、
12 月票房分别为 26.62 亿和 42.15
亿，参考去年的成绩，今年 600 亿
梦碎，500 亿无望，能否超越 2015
年总票房也成为一个悬念。

2016 年目前单片成绩最好的
是春节档喜剧片《美人鱼》，近 34
亿的票房总成绩也创下华语影史

单片票房纪录，第二名则是 2015
年暑期档的《捉妖记》。

目前 2016 年票房榜第二名是
迪士尼口碑之作《疯狂动物城》，斩
获 15.3 亿，成绩不到《美人鱼》的一
半。目前年度票房榜上第二至第
四位都是进口片，成绩也非常接
近，《魔兽》和《美国队长 3》分别拿
下14.7亿、12.5亿票房。

目前票房过 10 亿的影片有 9
部，还包括《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
白骨精》《湄公河行动》《澳门风云

3》《盗墓笔记》《功夫熊猫 3》，春节
档、国庆档、暑期档各有票房大片
产出。比起 2015 年 8 部影片过 10
亿的成绩，今年有微弱进步。

截至 27 日，今年 11 月内地票
房累计约 23.66 亿，相比去年同期
26.62亿的成绩还有2.96亿的差距。

目前 2016 年度票房接近 413
亿，与去年 440.69 亿的纪录还剩
将近 28 亿的距离，今年内地总票
房已注定不会有大的增长。

综合

与去年440.69亿的纪录还剩将近28亿的距离

2016年中国电影票房
用时318天破400亿

从上周五入市以来，《神奇动物
在哪里》不仅在中国市场，在全球都
成为了最新的领跑者。

“动物”的凶猛，让该片也成为
中国 11 月影市走势最猛的影片。
不过记者统计发现，虽然好莱坞诸
多强片入市，但是还是不敌去年同
期电影市场的总票房。

从上周五开始一直盘踞在票房
榜头名位置的《神奇动物在哪里》不
负众望，以首周 2.84 亿元的优异成
绩拿下了单周票房冠军。而在全球
票房上，《神奇动物在哪里》也成为
了最新的领跑者，累计 4.73 亿美元
的全球票房，让《神奇动物在哪里》
距离5亿美元仅有一步之遥。

除《神奇动物在哪里》之外，动
画电影《海洋奇缘》也成为了电影院
中青少年观众的宠儿，首周8500万

元的成绩虽不及当初《疯狂动物城》
的优异表现，但依然可圈可点。从
目前走势来看，《海洋奇缘》拿下 2
亿元票房也应在预期内。

《神奇动物在哪里》和《海洋奇
缘》的优异表现，也很大程度上带
动了电影市场的整体提升。上周
末两天累计 3.67 亿元的票房成绩，
甚至超越了《奇异博士》上映首周
的周末数值，堪称这个月的最佳表
现。

《奇异博士》全球票房突破 6 亿
美 元 大 关 ，超 越 了《钢 铁 侠 1》的
5.85 亿票房，海外累计票房已达
4.04亿美元，也高于今年 《X战警:
天启》的 3.88 亿美元。目前海外五
大票仓为：韩国、英国、俄罗斯、巴
西、德国。

许思鉴 田婉婷

《海洋奇缘》紧追其后

《神奇动物在哪里》
领跑11月

湖南卫视公布，今年跨年演唱会选址在深圳，这也是
阔别 7 年之后，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再次回到深圳。同
时，2017年也是湖南卫视上星20周年，20年来从湖南卫
视荧屏走出的明星大咖将有望集体“回娘家”送祝福，可
谓“大半个娱乐圈”4个多小时接力嗨唱送祝福。

从 2006 年到 2009 年，湖南卫视曾连续四年开赴深
圳举办跨年演唱会。今年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再次回到
深圳，并由曾经连续三年创造湖南卫视跨年收视高峰的
陈歆宇团队，以及制作过《透鲜滴星期天》《2014 元宵喜
乐会》等节目和晚会的王恬团队打造。

湖南卫视方面透露，今年跨年演唱会除了会拿出最
好的创意和视听效果之外，嘉宾阵容也力求满足观众的
所有期待。据悉，杨洋、李易峰、杨幂、赵丽颖、郑爽等活
跃在湖南卫视荧屏的优质青春偶像已经在陆续邀约中；
一众从湖南卫视选秀舞台走出的歌坛实力偶像也将如约
和观众们一起迎接新年；据跨年团队透露，演唱会的“神
秘大咖”目前已基本确定，作为演唱会重头戏的各路唱将
也已经积极地为跨年准备歌单。

此外，嘉宾们的节目形式和意想不到的混搭组合也
是今年跨年演唱会的一大看点，按照跨年传统，湖南卫视
综艺节目的嘉宾都会带来特别节目。节目组透露，《我们
来了》中的嘉宾就将在“东京八分钟”虚拟团队精心打造
下，呈现一场充满奇幻色彩的绝美水舞。此外，杨幂、杨
洋、张智霖、袁咏仪、魏大勋、郭雪芙等多位嘉宾还将以组
合的形式登场。 莫斯其格

湖南卫视深圳跨年

“大半个娱乐圈”接力嗨唱

11 月的荧屏继续延续冷清的
场面，在热门大剧中，《锦绣未央》
的收视数据好看，但好评不多。到
了 12 月，剧集题材变得多样，《鬼
吹灯之精绝古城》《放弃我，抓紧
我》《美人私房菜》等备受关注的大
剧将相继出马，老牌实力派主演的

《我的岳父会武术》等也会亮相，荧
屏有望回暖。郑爽、马天宇等流量
担 当 能 否 胜 过 宋 丹 丹 等 实 力 担
当？还是品质说了算。

实力担当转向家庭伦理剧

从剧本和演员的匹配度来看，
古装偶像、都市言情等热门类型已
经属于偶像演员的领地，实力派演
员则越来越转向家庭伦理和现实
题材，因为后者对演员的人生阅历
和表演经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轻喜剧《我的岳父会武术》将
于 12 月 1 日登陆东方卫视。它集
结了宋丹丹、倪大红这样的戏骨级
演员，还有凭借《老男孩之猛龙过
江》红遍大江南北的“筷子兄弟”肖
央和王太利。剧中，宋丹丹和肖央
饰演一对感情深厚的母子，温情十
足，而宋丹丹和倪大红则饰演一对
奇葩欢乐多的“斗气亲家”，一个护
子心切，一个赖在女婿家不走、闹
腾不休，两人斗智斗勇、歪招频出，
成为让人捧腹和难忘的桥段。

宋丹丹和倪大红第一次共同
出演过的作品是《我爱我家》，此次
他们全新的组合势必会引发不少
观众的怀旧情绪。表演已炉火纯
青的倪大红在影视剧中多为黄金
配角，但这一回当了男主演，看点
十足，与他之前和张嘉译合作的

《后海不是海》中的角色相同，有人
据此调侃，“都苦，看看哪里不同”。

《老公们的私房钱》则聚集了

范明、左小青、涂松岩等六位实力
演员，他们饰演的三对夫妻以私房
钱为引子，反映生活中的经济纠葛
和情感冲突的方方面面。现代家
庭总是要为“钱归谁管”讨论一番，
虽然最终的结果依然是要上交老
婆大人，但老公们明里暗里的“抗
争”总不停歇，显而易见，该剧讲述
的事情非常接地气。

此外，潘虹与王丽云两大戏骨
再次上演恶婆婆 VS 丈母娘的戏
码，她们的冲突必定是“ 火光四
溅”，夸张搞笑，增加戏剧性。

收视担当开启霸屏模式

“演一部火一部”的收视担当
陈乔恩在 2016 年依旧保持霸屏模
式，继今夏参加真人秀、综艺节目
再度俘获大批观众后，其两部精良
作品将同档相争。她搭档靳东主
演的《鬼吹灯之精绝古城》计划 12
月中旬在东方卫视和腾讯视频播
出。这部热门 IP 剧由“国剧门面”
侯鸿亮团队制作，其一向有口皆碑
的出品自然吸引大家的眼球。

《鬼吹灯之精绝古城》改编自
天下霸唱的小说。据悉，为了高度
还原小说中描写的黑沙暴、精绝古
城、昆仑雪山等重要场景，剧组先
后辗转敦煌、哈密等地拍摄外景，
而辽金古墓、鬼洞等地下的未知世
界一直秘而不宣，如何呈现这些壮
观的视觉盛宴是一大挑战。

在表演方面，剧中继承家族秘
术的高智商、高颜值奇女子 Shir-
ley 杨由陈乔恩饰演。陈乔恩拥有
甜美气质，此番出演机智、高冷、有
个性的 Shirley 杨让她吃尽苦头，
吃沙、被埋、过敏、高温下穿冬衣等
都有极大挑战，她坦言：“这是从业
以来拍过最难的一部剧。”

靳东扮演的是英姿飒爽的胡八
一，要在探险的过程中体现他的曲
折身世，其表演颇受关注。靳东表
示，虽然经历过了从来没有过的辛
苦，“但遇到一个有好剧本、好演员、
好团队的剧组，愿意把自己完全交
给它，这部剧值得玩命去拍”。

陈乔恩搭档王凯主演的电视剧
《放弃我，抓紧我》也将在12月于湖
南卫视黄金档播出，陈乔恩由此开
启了连续霸屏的模式。剧中，陈乔
恩和王凯是相爱相杀的恋人，都市
造型多变，是吸粉之作。对于陈乔
恩而言，要做的就是在完全不同气
质的两部剧中，用表演征服观众。

王凯在热播的《如果蜗牛有爱
情》中出演刑警季白，动作戏和“眼
神杀”为人津津乐道。到了《放弃
我，抓紧我》中，他变身为偏禁欲系
的霸道总裁，戏路大翻转，他和陈
乔恩组的新 CP 令人期待。此外，
前不久去世的乔任梁演男二号，增
加了该剧的关注度。

流量担当赶上末班车

12 月历来是各大卫视针对来
年招商非常关键的档期，各个制作
方都会想方设法争抢播出时机，有
的拖了许久的大剧幸运地赶上了
最后一班车。其中，由郑爽和马天
宇主演的古装剧《美人私房菜》将
于 12 月 4 日在浙江卫视首播。它
被誉为“中国版《大长今》”，郑爽饰
演的宋玉蝶是一位江南名厨，马天
宇饰演的李马则是玉蝶青梅竹马
的恋人。小花旦纷纷进入转型的
大潮，郑爽也是如此，这次她将告
别以往甜宠的小白兔形象，在戏中
有大量打斗戏，角色性格也非常坚
强隐忍，其能否用实力回击外界质
疑是一大悬念。同时，马天宇有大

量的打戏，还要戎马上阵，硬朗的
形象和以往出演的温暖小生形象
有很大不同。

郑爽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因为
自己平时也会做几道菜，所以这次
压力并不是特别大。但是为了饰
演这个角色，她也专门学习了一
下：“当厨师确实很辛苦。”马天宇
则表示自己就是冲着美食接下这
部剧：“我以前就是学厨师的，所以
完全没有压力。”

这是郑爽和马天宇在《古剑奇
谭》之后再次携手情侣档。不过，
他们的情感关系从之前的“俏皮
范”变成了“虐恋范”，据悉，马天宇
在片场喊错郑爽的名字，特别搞
笑。而有了第一次合作结下的深
厚情谊，这次两人的合作也特别愉

快，自称：“特别搭。”值得一提的
是，从开拍到播出，该剧已过了三
年时间，对于这对十分受欢迎的偶
像演员来说，这种情况实在罕见。
面对定档，网友都表示“终于等到
你”，但不少人担心当初电视剧的
质感会与观众审美脱节，从而无法
撑起收视。

不过，也有的大剧就需要继续
等待，没能赶上年底的末班车。比
如集结了胡歌、张嘉译、孙红雷等
众多人气和实力兼具的演员的《猎
场》，由于剧方和卫视的合同纠纷，
播出档期迟迟未定。这部剧原本
计划在 12 月播出，如今要再次缺
席，粉丝好心塞，估计明年才能播
出了。

曾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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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令年底荧屏回暖谁能令年底荧屏回暖？？

继《古剑奇谭》中的“方兰生和襄铃”之后，马天宇
和郑爽二度合作新剧《美人私房菜》。导演梁辛全携主
演马天宇亮相发布会。现场，马天宇为郑爽的缺席做出
解释——“她因为拍戏没来，其实也很遗憾”，他还透露跟
郑爽一直都是好朋友。

马天宇西湖边做“西湖醋鱼”
提起古装美食剧，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有《满汉全

席》《金玉满堂》《食为奴》《神厨》等。这些电视剧中不仅
有让人食指大动的诱人美食，还有关于美食的典故。当
年，韩剧《大长今》就以细致的做菜过程，和对于韩国传统
美食的全景展现，让观众欲罢不能。可惜近年，制作精良
的古装美食剧却比较少见。再加上《深夜食堂》《孤独的
美食家》《和歌子酒》等轻松愉快，甚至带点探店性质的日
本美食剧风靡，人们都快遗忘古装美食剧这个经典题材
了。好在，去年一部《女医明妃传》再度唤起了人们的记
忆，虽然该剧主要讲宫中医女治病救人的事情，但其中不
乏大量的滋补药膳。该剧播出之时，剧中的美容养颜汤
药，一度受到热捧。

而由郑爽和马天宇主演，即将于本周登陆浙江卫视
的电视剧《美人私房菜》则是地道的美食古装剧。该剧讲
述了宋代拥有皇家血统的宋玉蝶（郑爽饰演）流落民间，
后得五嫂传授厨艺成长为江南名厨，并与五嫂义子李马

（马天宇饰演）相恋。后来，宋玉蝶和李马二人在众人帮
助下挽救国家命运的故事。

记者在发布会现场，提前观看了片花。在此剧透一
下，剧中，郑爽主要负责烧，而马天宇则只顾吃。另外，该
剧的整个故事就发生在杭州，宋玉蝶就是杭州名厨，所以
剧中将会展现很多杭州菜。虽然郑爽没来，马天宇搭档
国宴大厨朱师傅在现场烧了一道“西湖醋鱼”给媒体和粉
丝品尝。曾学过厨的马天宇动作相当利索，最后品尝时，
一名粉丝表示，“没想到马天宇做菜真的这么好吃。”马天
宇对自己的厨艺也很自信，“我做饭水准八九十分吧，只
是遗憾地不会做西餐。”

和郑爽二次合作感情升华
《美人私房菜》 是郑爽和马天宇第二次合作。接受

采访时，马天宇透露，自己和郑爽在拍完“古剑”后很有默
契，所以就有了这一次的搭档。“这部戏算是我和小爽结
下革命友谊的戏了。”据说，该剧在拍摄过程之中，两人经
常把对方的角色名叫成方兰生和襄铃，可见入戏相当之
深。

现场，马天宇还替因为工作而没有来现场的郑爽解
释，“我们现在一直都是好朋友，她因为拍戏没来，其实也
很遗憾。”他还透露，曾在她拍现在这部戏的时候去探过
班，足见感情已经从《美人私房菜》的戏内升华到了戏
外。马天宇说，自己当初是冲着美食接下的这部剧。本
来学过厨的马天宇对做菜毫无压力。但是，拍到后期，他
却把自己差点弄毁容，“这部戏的打戏特别多，我现在只
要能拍好戏，什么都可以牺牲，不一定要全程美颜的。”

薛旻

只是不会做西餐

马天宇:我做饭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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