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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暑期档，有三大古装 IP 电影——《悟空
传》《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和《鲛珠传》。

这三部影片，制作成本高、宣传力度大，卖家秀
做得眼花缭乱，上映之前就成为最受关注的作品。
其中以《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最为瞩目，既有电视版
的爆款效应，又有杨洋、刘亦菲的高颜值组合，可以
说相当任性——发行方甚至把上映档期从原定的 7
月 21 日调整到 8 月 4 日，据说是为了一个“四海八
荒”噱头。

结果，《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正面遇上了《战狼
2》。圈内朋友告诉记者，上映前，《三生三世十里桃
花》预期票房 10 亿起步，而《战狼 2》发行方的 8 亿保
底，则让很多同行捏了一把冷汗。结果很明显，高下
立判——前者目前5亿多票房，后者已经45亿了。

因为《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改档，原本 8 月 4

日上映的《鲛珠传》推迟到了 8 月 11 日，大家也看到
了——尽管《战狼 2》已经上映了两周，但仍借着余
威，把《鲛珠传》等几部新片甩得远远的。

票房是一回事，口碑上，大 IP 电影也输得没脾
气——豆瓣的评分，《战狼2》7.5，《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4.2，《鲛珠传》4.9，较早上映的《悟空传》也不及格，5.6分。

就是说，尽管很多人为了大 IP 和偶像演员走进
电影院，但电影不好看却是一种共识。并非只有电
影，这个夏天，电视剧也是大 IP 横行天下，结果同样
被不断吐槽——《楚乔传》刚开播就有“抠图”话题，
如今播完，豆瓣评分停在了5.1分，黄晓明主演的《上
古情歌》则是 4.1 分，开播前备受瞩目的《深夜食堂》
更惨，只有2.8分。

这就是很多大IP影视作品，宣传时都是爆款，上
映后很快从卖家秀变成了买家秀。

暑期档三大古装电影全“不及格”电视剧每播一部都被网友说“烂”

为什么大IP影视
成为全民吐槽对象？

大IP影视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投资大。
这些作品多数是古装+玄幻的路子。既然投资

大，那制作一定很不错吧。
这个要分开说，像暑期档的几部大IP电影，在特

效上还说得过去。比如《悟空传》，就在这方面花了不
少钱，绝对不是“5 毛特效”——据官方公布的资料，

《悟空传》全片特效镜头多达1750个，占到整部电影的
78%以上，片尾的特效组名单长度，完全赶得上好莱坞
大片。实际效果也不错，不仅把天界、妖界、魔界、人间
描绘得栩栩如生，从头打到尾的动作戏也很燃。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和《鲛珠传》也一样，都有
各式各样的视觉奇观。不过，特效的钱是堆得很到
位，但却缺少想象力，《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毁天灭
地不过是“更为精致的网游效果”而已，《鲛珠传》则

犯了去年上映的《封神传奇》同样的错误，硬是把一
个东方玄幻世界拍成了好莱坞感觉，甚至有网友觉
得看了一部山寨版的《银河护卫队》。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悟空传》《鲛珠传》被称为暑期
三大“绿棚电影”（大量运用绿幕特效）。尽管这方面也不
完美，但这已经是它们唯一的优点了——“除了特效没有
能看的”，这是网友藤井树对《鲛珠传》的评价；“根本就没有
故事，能看的只有特效”，这是网友对《悟空传》的看法。

电视剧方面，制作就粗糙得多了，大热的《楚乔
传》一播出，网友就开始“找茬游戏”，除了“抠图”效
果，下雨衣服不湿、电脑做出来的鹦鹉“还没有路边
买的玩具看着真”⋯⋯早一点的《择天记》，特效制作
甚至不如网游，粗糙到很多人提出了这个疑问：“钱
是不是都给演员了？”

制作制作

硬是把东方玄幻世界拍成了好莱坞感觉

所有打差评的观众，最不忍的是故事——有人
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像是“在看 PPT”，《楚乔传》
被吐槽剧情拖沓得像是“注水时忘了关水龙头”。

不管电影还是电视剧，最基本的一件事，就是把
故事说好。在已经有原著大 IP 存在的情况下，单是
改编这一环节，就很少有影视作品及格的。首先绕
不开的就是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从记者身边
的人来说，去看这部电影的人，虽然有杨洋或刘亦菲
的粉丝，但也有很多原著粉或者电视剧粉。看之前
期待满满，看之后满腹牢骚，“拜托，名字叫‘三生三
世’，但一部电影下来根本没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闹不懂编剧怎么想的，难道‘三生三世’就是个广告
标语吗？跟剧情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故事讲得有
点乱，很多对原著不了解的观众甚至发出这样的疑

问：“青丘到底是人名还是地名啊？”
王大陆和张天爱主演的《鲛珠传》，背靠“九州大

IP”，结果很多“九州粉”看后捶胸顿足啊，隔空喊话
电影主创，“求你了！烂片就不要再拖累好 IP 了”。
还有人认为这部影片剧情平庸，“全靠王大陆帅气的
大嘴和张天爱的美丽撑场子”，甚至建议导演，“完全
可以不把《鲛珠传》拍成 IP 片，拉着王大陆和张天爱
拍个两小时超长音乐爱情MV不是更好？”

大 IP 电视剧，不得不提腾讯视频的周播剧《鬼
吹灯之黄皮子坟》（豆瓣评分 5.4），同样背靠“鬼吹
灯”这个超级无敌大 IP，有阮经天这样的颜值和演
技担当饰演胡八一，结果拖沓的剧情，让观众等了好
几周才看到一两次下墓的硬戏，甚至有人怀疑这是

“鬼吹灯版乡村爱情故事”。

故事故事

大IP影视改编，原著粉和普通观众都不满意

演员们片酬都不低，结果表演上却很难
对得起这份片酬，以至于出现了“尬演”（尴
尬的表演）这个新名词。

还是要先说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刘亦菲当初跟吴亦凡合作，很多网友通过对
比觉得“神仙姐姐还是有演技的”，这次跟杨
洋合作，又是同样的评论。有网友毒舌评价
杨洋表演时的自恋感，“已经到了他深情望
着女演员的时候，你都会怀疑他是不是在看
对方眼里映出的他自己帅气的倒影⋯⋯”但
是，这次刘亦菲也输了，一个网友说：“没有
对比就没有伤害，刘亦菲向观众们证明了杨
幂还是有演技的。”

再说说最近正在播出的《轩辕剑之汉之
云》，观众的吐槽已经一波接一波了，除了特
效制作塑料感极强外，演员的表演也是被诟
病的原因之一——关晓彤还是一股子“闺
女”劲儿，张云龙还是一副“我最帅”的模样，
实在让人爱不起来。尤其是“轩辕剑”这个
大 IP 的众多游戏迷们，对这版电视剧更是
不买单，纷纷表示：“如今回头想想，真的还
不如《轩辕剑之天之痕》呢，起码那部剧还有
胡歌可以让人舔舔屏。”

再比如《鬼吹灯之牧野诡事》（豆瓣评分
2.8），同样是王大陆主演的网剧，背靠“鬼吹
灯”这个大IP。这部剧是《鬼吹灯》的衍生作

品，并非正本小说里的故事，不过大树底下好
乘凉，也有不少粉丝关注。结果播出后，吃瓜
群众集体傻眼，“暂不说故事如何，演员们表演
的时候能不能走点心？王大陆成了说着港台
腔的内地地痞小混混，金晨成了表情冷若冰霜
却一点都不酷的女打手，还有本就是歌手身份
出道的王栎鑫，演技浮夸到让人不忍直视。”

最后，还有一部很多人都快忘了的《上古
情歌》，豆瓣评分 4.1。这部剧背靠桐华原著

《曾许诺》这个大IP，结果却从头尴尬到尾，主
演黄晓明很快被称为“尬戏一哥”，女主角宋
茜则和《夏至未至》里的郑爽、《深夜食堂》里
的吴昕一起被称为“尬戏三姐妹”。杜青宝

演技演技

“尬戏一哥”和“尬戏三姐妹”谁更尴尬？

近日，阿诺德·施瓦辛格在接受电影网站
The Playlist 的采访时透露，《终结者 6》将
于明年 3 月开拍，“明年 3 月，我会拍摄《终结
者 6》，詹姆斯·卡梅隆和大卫·埃里森将会回
归执导，之后还会再拍摄《野蛮人柯南》。”但
他没有透露自己会扮演什么角色。

詹姆斯·卡梅隆接受澳大利亚新闻网采
访时也表示，当《终结者》版权重回自己手中
后，将开启宏大的重启计划，计划拍成三部
曲。据悉，大卫·埃里森是目前《终结者》全球
版权的持有者，该系列的北美版权将于明年
回到卡梅隆手中。

有趣的是，施瓦辛格将这部新片称为《终
结者 6》，似乎暗示该片剧情将承接 2015 年
的系列第五部《终结者：创世纪》。但该片当
年在北美市场仅收获8976万美元票房，口碑
更是差强人意，强行拍续集还不及“狗尾续
貂”，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而詹姆斯·卡梅隆的原话是想拍“全新
的”《终结者》三部曲，并且表示了对最近的三
部《终结者》电影的不满。要知道，1984年上
映的《终结者》不仅是无数影迷心中的科幻经
典，更是詹姆斯·卡梅隆的成名之作。然而在
执导了前两部后，卡梅隆由于种种原因放弃
了该系列，也使得后几部水准直线下滑。

关于施瓦辛格在新片中的角色，詹姆斯·
卡梅隆表示，施瓦辛格扮演的不是机器人，而
是一名人类角色，“我有一个想法，终结者
T800型号一直都是阿诺德的样子，但是为什
么这样设计，这其中一定有理由。我的看法
是，有一个阿诺德扮演的真实人类被天网获
取了 DNA，他的样貌和身体被完美复制在
T800身上。问题在于，这个人类对天网有着
怎样的意义，天网为什么要选择他？这一切
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安排，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所以请保持关注吧。”

1947 年出生的施瓦辛格如今已 70 岁高
龄，再继续让他饰演 T800 机器人显然不太
合适。转换一种思维，让他饰演一个被天网
获取了 DNA 的真人，这样不仅能弥补故事
设定，还能营造更多的戏剧冲突。

丁克

詹姆斯·卡梅隆明年开启《终结者》新三部曲

施瓦辛格这回不演T800了
根据票房数据显示，《战狼 2》在 8 月 13 日 18：59

累计票房 45.06 亿人民币。根据 BoxOfficeMojo 票
房数据显示，全球票房排第 99 名的影片为《蜘蛛侠：
英雄归来》，全球票房为 6.79 亿美元（约 45.22 亿人民
币）。目前，《战狼 2》海外票房 100 多万美元，全球
票房已超过《蜘蛛侠：英雄归来》全球票房，成功跻
身全球 TOP100 票房影片榜，这是亚洲电影首次入
榜。此外，《战狼 2》凭借超 45 亿人民币的内地票
房，远远超过北美电影市场年度票房冠军《美女与
野兽》5.04 亿美元（约 33.6 亿人民币），成为今年全球
单一市场单片票房第一。

美 国《福 布 斯》双 周 刊 网 站 发 文 称 ：《战 狼 2》
如此强劲的票房表现，令好莱坞担心如果中国自
己能产出与好莱坞大片同等规模的商业大片，那
么这些好莱坞商业大片在中国的吸引力可能会下
降。 猫眼

《战狼2》成首部
跻身全球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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