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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暑时节，对于国内电影市场
而言，也到了 2016 暑期档“交卷”
的时候。在全年 600 亿票房目标
和 2015 年票房神话带来的双重期
待下，这场“年中大考”不但没能扭
转增幅放缓的趋势，还在 7 月出现
了五年来的首次同期负增长。

影片供给空前丰富
但难掩市场疲态

去年暑期档的美好，促使业界
对今年暑期档投入极高热情，90多
部电影参与其中，其中 40 多部集
中在 7 月上映，而且几乎涵盖了所
有电影类型。借鉴 2015 年的成功
经验，多数影片都具有相当的喜剧
元素，并以动画片及喜剧片居多，
如《摇滚藏獒》、《大鱼海棠》、《陆垚
知马俐》等。同时，动作片《绝地逃
亡》、文艺片《路边野餐》以及魔幻
片、警匪片、悬疑片等电影类型也
均有涉及。

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往每年
7、8 月进口片被限制上映，国产电
影得以独享蛋糕。但今年，国产电
影保护月政策出现调整，《泰山归
来：险战丛林》、《爱宠大机密》、《冰
川时代 5》等海外引进大片获得公
映资格，暑期档不再是专属于国产
电影的票仓。

对此，电影市场专家蒋勇曾提
到，今年 7、8 月开闸放入进口片，
可能也是为了刺激疲软的电影市
场。但是，一片苦心未获应有回
报，中外众多影片所提供的丰富选
择没能有效激发观影热情、带动票
房增长，市场已显露出疲态。

魔幻题材不乏大IP
但制作功力尚显不足

去年，刷新全国票房新纪录的
《捉妖记》使得业界踌躇满志，普遍
看好魔幻电影。《魔兽》作为具备世
界知名大IP的影片，上映前便备受
期待，同时十几年积累下来的游戏

迷作为天然粉丝也提供了有力的
票房保障。但据人民网报道，该片
票房最终报收14.7亿，未能迈过15
亿大关。剧情混乱，剪辑混乱，特
效粗糙等评价，让这部电影口碑呈
两极分化，大 IP 未能转化为高票
房。

作为同样具备大 IP 的魔幻电
影，新近上映的《盗墓笔记》被期待
成为拯救暑期档的最后稻草。但
据报道，尽管有南派三叔亲自坐
镇，但该片人物设定和演员演技仍
难以让观众满意。尤其是在预算
不够的情况下，为了赶暑期档加班
加点强凑，更加剧了市场的担心。
同为盗墓题材，又起用了大量的人

气演员，能否创造和《寻龙诀》一样
的高票房，我们拭目以待。

粉丝电影号召力仍在
但难出现象级爆款

2015 年创造多项票房奇迹的
《煎饼侠》，作为现象级粉丝电影，
凸显了明星的票房号召力。然而
2016 年暑期档的粉丝电影却没能
再出经典。尽管《致青春2》请来在
新观影群体中人气最旺的偶像吴
亦凡和刘亦菲，且电影一上映就有
粉丝有组织有规划地包场力挺，但
该片迷之尴尬的玛丽苏剧情，使得
最终在豆瓣上只获得 4.1 的评分，

而艺恩网数据显示，其内地票房止
步于3.3亿。

片商依仗粉丝资源坐享其成，
而放松对影片质量的把控，不免被
打上“急功近利”“借明星圈钱”的
标签，最终影响票房成绩。暑期档
后半段，接连上阵的《微微一笑很
倾城》、《夏有乔木，雅望天堂》、《赏
金猎人》、《爵迹》等等，是否能比肩

《煎饼侠》还需要观众给出答案。

文艺影片偶有佳作
但仍未进入主流

尽管长期以来文艺电影在国
内院线很难取得高排片和高票房，

但今夏又有两部文艺片敢于直面
竞争，参战暑期档。然而，电影市
场同样存在惯性，《冬》仅收获 20
余万票房，另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
示，口碑极好的《路边野餐》上映18
天也仅收获 629 万票房。与票房
成正比的是两部影片的排片率，

《冬》上映后排片最高仅为 0.04%，
不足一周即下线。《路边野餐》仅仅
上映 10 天时间，周末的排片也还
不到1%。

《路边野餐》这样的票房表现，
以其文艺片的类型和暑期档的市
场环境，已算相当出色。上映以
来，该片在影评界获得了极佳的口
碑，不论是权威的电影媒体还是各
大新媒体电影公众号，都对该片作
出解读和深挖。口碑助推与精准
营销仅在一线城市转化为一定的
院线支持和观众吸引力，但在二、
三、四线城市，依旧不是影院的关
注点。文艺片当前仍难以进入市
场主流。

转型升级才是出路所在
多位业内人士将暑期档乃至

上半年整体的不景气，归咎于销售
平台票补的减少。但在经济大势
趋缓、观众日益成熟、消费期待升
级的产业背景下，票补只是局部诱
因，中国电影市场真正需要的是转
型升级。

正如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
饶曙光在“中国经济网”撰文指出
的：2016 上半年中国电影票房增
速放缓是电影市场结构性矛盾和
短板效应的集中体现，最终都体现
在与观众的互动上。中国电影和
电影人必须聚精会神提升内容生
产能力，增强创意能力、想象能力，
通过类型拓展实现每一个项目的
深加工，真正从规模化、数量型发
展模式转换为内生性、质量型发展
模式，借此进一步搞活强势档期，
电影市场生态才能更加合理和优
化，发展更为健康、可持续。

据时光网

2016中国内地暑期档回顾

华语片疲态尽显，出路何在？

近年东方卫视的《欢乐喜剧
人》、《笑傲江湖》异军突起，口碑收
视双丰收，喜剧经过多年靠“春晚博
关注、商演赚口碑、民间艺术团聚人
才”的积淀后迎来爆发。9 月，将有
三档喜剧节目亮相三大卫视的周末
综艺黄金档：除了东方卫视正在热
播的《笑傲江湖 3》，还有浙江卫视
的《喜剧总动员》以及北京卫视的

《跨界喜剧王》。前者继续主打喜剧
人选秀，后两档节目均打出“全明星
跨界”牌，邓亚萍、费玉清、周杰、乐
嘉、刘涛、蒋欣、李晨⋯⋯各行各业
的大咖将跨界投身喜剧领域。

网友们对明星“换工作”感到很
惊喜：“哇，又能见到赫赫和大黑牛，
好开心！”也有人对跨界大咖演喜剧
表示担忧：“邓亚萍演喜剧？开什么
玩笑？”“很难想象‘冰块脸’乐嘉能
让我笑出来！”“但愿不要让我尴尬
症转癌⋯⋯”

《喜剧总动员》：
刘涛蒋欣

“娘娘们”双双逗乐

在和东方卫视联手打造《欢乐
喜剧人》和《笑傲江湖》收获极佳的
业界口碑之后，“欢乐传媒”顺势成
为喜剧综艺制作的标杆，如今在与
东方卫视继续开发《笑傲江湖》的同
时，又与浙江卫视联手推出了将于
9 月 10 日开播的《喜剧总动员》。
这档节目邀请到曾在《欢乐喜剧人》
中当过主持人的郭德纲和吴秀波，
岳云鹏、贾玲、李晨、陈赫、蒋欣、常
远、刘涛、艾伦将作为第一轮竞演嘉
宾登台。

节目共计 12 期，初赛 9 期，入
围突击赛 2 期，总决赛 1 期。每期
节目由影视演员和专业喜剧演员配
对组成“欢乐CP”进行喜剧竞演，每
两组“欢乐CP”组成一个战队，每个
战队由一位队长带队，通过 PK 决
出获胜战队，最后在总决赛中选出

冠军。首期节目的配对非常亮眼，
李晨将搭档“小岳岳”岳云鹏，而陈
赫将同贾玲组成CP。

日前，《喜剧总动员》放出30秒
预告大片，主持人郭德纲和吴秀波
实力出镜。郭德纲站在专业喜剧演
员的立场说：“幽默是一种智慧的表
情，是与命运微笑着和解，幕起、灯
亮、不忘初心，用这一世做喜剧的孩
子。12 位顶尖笑匠诚心联袂携手，
一次喜剧界的异军突起。”吴秀波站
在跨界演员的立场说：“冒险是一场
勇者的游戏，是对生命旅程的致敬，
荣耀、掌声、不论过往，借我一步挑
战喜剧的舞台。12 位明星大咖决
心跨界蜕变，一场大明星的喜剧冒
险之旅。”

网友声音网友声音
首播名单一出，网友们就不淡定

了。岳云鹏曾在《欢乐喜剧人》结束
后声称不再参加类似节目，但网友们
对于小岳岳“出尔反尔”表示欢迎：

“又能见到小岳岳卖萌了，真好！”
刘涛和蒋欣这对“掏心姐妹”的

现身也让网友感到惊喜。刘涛曾在
当文艺兵时说过相声，还是逗哏，网
友扒出资料后感叹：“涛姐还是有喜
剧背景的啊，也不算完全跨界。”“华
妃娘娘”蒋欣平时自带欢乐气质，微
博上明星爱玩的小咖秀就是蒋欣领
头玩出来的，有人评点：“妥妥的喜
剧界黑马。”

《跨界喜剧王》：
乐嘉周杰

“老干部”齐齐变脸

9 月 3 日将在北京卫视首播的
《跨界喜剧王》由小沈阳担当“喜剧
召集人”即主持人，不仅召集了高晓
攀、白凯南、黄小蕾、李菁、杨树林 5
位喜剧咖担当“喜剧经纪人”，还邀
请了邓亚萍、费玉清、乐嘉、秦岚、周
杰、孙楠、李玉刚等25位“跨界喜剧

人”。节目分为预选赛和决赛两个
阶段，两集一个单元，每个单元晋级
一位跨界嘉宾。每期由 5 位跨界嘉
宾和 5 位喜剧经纪人两两搭档表演
喜剧，投票排名最高的跨界嘉宾将
晋级决赛，决赛投票排名最高的跨
界嘉宾将成为跨界喜剧王。

与《喜剧总动员》多为表演圈人
士跨界相比，《跨界喜剧王》的跨界
算得上全方位，商界、文化界、体育
界、音乐界、演艺界等领域的代表人
物都受到了邀请。近日有消息称，
邓亚萍将参加节目，网友们瞬间炸
开了：“好期待，从没见过运动员演
喜剧！”“天哪噜，她怎么能演喜剧？”
面对观众的期待和质疑，节目总导
演陈为邦如此解读：“邓亚萍是世界
冠军，这是观众对她根深蒂固的印
象。我们不可能让她演《超生游击
队》这类的小品，她的表演一定要能
看到她本人特色。”他还表示，喜剧
不是只有相声和小品，表现形式很
多样，节目组会根据每一位跨界明
星的不同个性、经历，量身打造喜剧
脚本，找到适合每一个人的喜剧表
现手法。

“喜剧经纪人”代表白凯南笑
言：“大家都来体会做喜剧的苦，我
心理平衡多了。”作为“跨界明星”的
代表，周杰则有些紧张：“跨界真是
个挑战，作为演员不可以用本行的
专业去演戏，得跨到另外一个行
当。”

网友声音网友声音
对于目前公布的阵容，网友们

的意见分歧较大。有人留言：“节目
把知画（秦岚）和尔康（周杰）放到一
起是为了造情怀吗？”“周杰和乐嘉
这类老干部怎么能演喜剧，表示听
到他们的名字就很尴尬。”不过也有
人对跨界明星的表现很期待：“节目
好不好看了才知道，老干部也有惊
喜啊！”“崔永元都上过春晚演小品，
他们怎么不行呢？别用惯性思维想
问题行不？” 龚卫锋

三档喜剧节目亮相三大卫视周末综艺黄金档

众明星跨界玩喜剧

28 日，洪涛发微博称：“许久不看微博⋯⋯特别谢谢
大家推荐歌手，让我们在秉承选歌手标准的同时知道大家
希望我们请到谁，毕竟我们是为广大观众做节目！我隔两
个月会刻一些喜欢的歌在车上听，好几张CD里都有薛之
谦的歌。不瞒大家，‘型秀’的时候就注意到他了。”

微博出后，网友纷纷喊话薛之谦调皮留言：“谦哥，快
点准备，快点出来！”当然，不少观众也开始大胆猜测：“新
一期《我是歌手》的明星阵容是不是有薛之谦呢？” 于乐

洪涛暗示

薛之谦或成下一季“歌手”

《家有儿女》自首播以来已经过去 12 年，每次剧中
“家人”间的互动都能勾起网友的回忆。《家有儿女》将拍
续集、张一山9月进组的消息。

杨紫、张一山、宋丹丹、高亚麟等“《家有儿女》原班人
马”在微博高调互动，“爸爸”高亚麟更一语道破重聚是在

“三天后”。
《家有儿女》的续集《家有儿女初长成》，将于 9 月 15

日在北京开机。新剧仍旧延续情景喜剧的路线，但将起
用新的人物关系与故事情节，演绎“初长成的子女”步入
职场的故事。

根据之前的消息，除了张一山出演男一号、高亚麟将
继续饰演爸爸夏东海，杨紫确定不回归。据悉，杨紫缺席
是由于档期：《欢乐颂 2》中，她也是主演之一，而侯鸿亮
的制作团队一向要求演员不能串戏。而宋丹丹则尚未确
定是否加盟。

28 日凌晨，先是杨紫在微博与张一山互动，并晒出
两人合影。随后，宋丹丹转发张一山微博，并@“小雨”尤
浩然，说：“不许忘了：我是你们的‘第一个’表演老师。”同
时还呼唤“儿女们”9 月下旬见。随后，“爸爸”高亚麟也
转发微博，表示：“应该是三天后见吧？我记错了吗？”宋
丹丹此番在微博喊话，似乎确认了自己即将回归。另外，
从杨紫张一山的互动来看，杨紫加盟或有转机？

对于《家有儿女》的重启，不少网友都很激动，并表示
期待。更有人预测，“熊孩子长大了就离恋爱结婚不远
了，妈妈‘刘梅’就没法阻止了”。也有网友表示，“我们怀
念的不仅仅是《家有儿女》，而是这一家人或笑或闹或哭
的深刻情感，更是那些年和父母家人围在电视机前边看
边笑边感同身受的日子，不是吗？” 薛旻

宋丹丹微博吆喝“九月下旬见”

《家有儿女》拍续集

杨紫在微博与张一山互动

湖南卫视中秋晚会在火热筹备中，据导演组透露，号
称“音乐裁缝”的大张伟，继湖南卫视小年夜春晚、元宵喜
乐会连番贡献全新神曲之后，今年中秋之夜又将有“大动
作”，而这次改编神曲的目标则是瞄准了万千观众的童年
记忆——《葫芦娃》。

为了把这首神曲玩出新花样，导演组与大张伟在经
过多种方案碰撞沟通之后脑洞大开，由大张伟亲自对这
首神曲做全新编曲，并将在全国广泛搜罗方言RAP美少
年，最终选定 7 位说唱达人参与写词、表演，用 7 种最具
代表性的方言与大张伟一起玩转神曲《葫芦娃》。

“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
每到中秋佳节总有一份思念的情绪在，如同皎洁的月光
映在山下清幽的小河上，流淌在每个人的心底。这首素
有“东方小夜曲”之称的《小河淌水》，被视为中国民歌经
典曲目的代表，延续了几代人的情感。今年湖南卫视中
秋之夜也将为观众献上一版星素结合、全新演绎的《小河
淌水》。在演唱嘉宾的选择上，导演组特地选择了铁嗓唱
将谭维维。 刘婧

湖南卫视中秋喊你来嗨唱

大张伟谭维维中秋放大招

人们喜欢看电影，但电影是如何放映出来的，很多人
就不甚了解了。8月28日下午，常州湖塘二实小的10多
位小记者带着问题参加了由万达影城举办的“万达影城
公开日”活动，揭秘电影银幕背后的那些事。

万达影城的工作人员为小记者们讲解了电影的起源
与发展，并让小记者们参观了万达影城最神秘的地方：电
影放映厅、IMAX 的播放设备等。小记者们说，进入放
映室的那一刻太震撼了，参加这个活动很值得。

据悉，本次万达影城公开日活动，是万达院线开展的
“夏天就要万达范”活动中的一项，为方便广大影迷了解
影城的品牌技术提供了一个好的平台。 王言 傅平

万达影城公开日

小记者走进影院幕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