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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动画电影《寻梦环游
记》近期成为影市爆款，上映不
到 2 周已取下超 5 . 5 亿元票房，
豆瓣打分 9 . 2 分为今年所有新
片最高。而相形见绌的是，国产
电影却没能为今年贺岁档开个
好头，多数电影口碑糟糕，首日
排片率比《寻梦》还高的《相声大
电影之我要幸福》，上映 5 天来
恶评如潮，豆瓣评分为今年所有
新片倒数第三，更有大批网友

“求负分”。两部电影分别好在哪
里，又差在何处？

影迷频打“影史级”评分

2017 贺岁电影档才刚刚开
启一周，新片呈现出的口碑一反
常态地大相径庭。

《寻梦环游记》直面生死命
题，却并不惊悚、可怕，而让死亡
变得可以追忆、美好动人。大批
网友看完该片表示“泪奔”“陶
醉”。在台湾金马奖上拿到最佳
导演奖的性侵题材文艺片《嘉年
华》，上映以来也取得了 8 . 5 的
评分。

相比之下，其他绝大部分国
产新片，口碑都相当糟糕:吴宇森
新片《追捕》上映，网友直接打出
了吴导作品史上最低的 4 . 8 分；
犯罪喜剧《这就是命》也只有 5
分；最惨的是德云社群星出品的

《相声大电影之我要幸福》只有
2 . 8 分，位居影史口碑最差电影
之列；网友对其差评如潮，点赞
最多的评论称其为“德云社的自
嗨片”。

改编电影“去 IP 化”难

业内人士对《追捕》、《这就
是命》、《相声大电影》三部国产
新片遭到的极端差评进行了分
析。他们认为，《追捕》的故事不
够吸引人，但更大的问题是新版
故事相对老版《追捕》改动过大，
只是保留了老版框架，细节上改
得面目全非，最终看起来并不像
致敬老版，而像吴导对《英雄本
色》《喋血双雄》等作品的“自我
致敬”，“既然彻底改编，还沿用

老版片名，年轻影迷会觉得你在
借原 IP 炒作；老影迷看完又会
觉得不熟悉，两边都很失望。”

《这就是命》片名沿用《极限
挑战》的口号，主演王迅也出自
该节目，给人感觉依然在借节目
的 IP 炒作。至于《相声大电影》，
导演郭德纲借的则是德云社这
个自家 IP，导演、演员都是德云
社班底，但故事却明显缺乏诚
意。有受访者指出，今年另一部
奇葩大烂片——— 后春节档的《欢
乐喜剧人》，同样集结了郭德纲、

岳云鹏等德云社笑星，“相声演
员也曾拍出过不少精品电影，如
冯巩的《没事偷着乐》，甚至范伟
也是相声演员出身，但是郭德纲
和德云社却狂吃老本，热衷借自
身 IP 开发综艺改编电影，一点
点败坏了影迷的胃口。”

国产片票房跟不上口碑

今年贺岁档迄今，国产片中
口碑上唯一能和《寻梦》抗衡的，
就是豆瓣达到8 . 5分的小成本性
侵题材电影《嘉年华》。影片讲述
的是酒店服务员小米临时替班
的夜晚，发现一个男人将两个小
女孩带入酒店并拍摄下来。女孩
小文的家长发现小文被性侵，性
侵她的男人是个官员，一家人在
律师的帮助下走上了漫长的诉
讼之路。虽然男人凭借通天的能
量，阻碍着事件的进展，但最终
在小米的帮助下正义战胜邪恶。

《嘉年华》反映了现实社会
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儿童和女性
所受的不公，非常具有社会现实
意义，但该片和《寻梦》同日上
映，却没能像后者一样每日逆袭
排片率，迄今上映近两周，累计
票房不到 2200 万，而日排片率
已经不到 1%。

但是，《这就是命》、《相声大
电影》等低口碑电影，票房和排
片率都远高于《嘉年华》。有业内
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展
现了中国内地影市的一大怪现
状，“尽管大家都不屑于给‘圈钱
片’好评，但这些电影由于自身
有大 IP 和流量明星，却总能吸
引‘不明真相’的影迷贡献票
房。”不过他表示，今年影市相比
前几年，已经展现出了 IP 题材
和流量明星逐渐不管用的趋势，

“网友如今的极端打分，也是展
现了对国产电影难出爆款的不
满和焦虑。假以时日，‘圈钱片’
终将无处遁形。” 关力制

国产片频遭差评
流量明星也拯救不了

近日，《唐人街探案 2》（以
下简称《唐探 2》）在京举办发布
会。这部电影是陈思诚导演时隔
两年率领《唐人街探案》原班人
马的回归之作，故事以纽约为背
景，已定于 2018 年大年初一公
映。发布会上，导演陈思诚透露，

《唐探 2》全程在纽约取景，时代
广场、第五大道、麦迪逊大道、市
立图书馆、中央车站、布鲁克林
大桥……这些地标性景地都被
纳入到破案之中。

刘昊然获封“刘一条”

为了拍摄王宝强和刘昊然
的一场裸奔戏，麦迪逊大道全
面封街；而“警车追马车”这种
疯狂戏码甚至能在时代广场上
上演。刘昊然感叹：“感觉就像
在王府井赛车一样难以想象。”
王宝强则调侃道，“美国马听不
懂中国术语，‘驾’这种不好用
了，得说 go！”

这一次，影片的主要角色
也更加“国际化”，不仅有王宝
强、刘昊然、肖央三个核心主
角，还有妻夫木聪等八国侦探
的加盟，将上演一场“世界侦探
大赛”。

为了在纽约拍摄《唐探2》，
自称吃不惯汉堡薯条的刘昊然

竟然带了二十多罐辣酱、香菇
酱等调味品去美国。而在表演
方面，刘昊然受到了陈思诚的
特别表扬：他的台词特别多，因
为现场时间很紧，我都要求演
员们提前都把台词背熟，刘昊
然做得特别好，现场大家都叫
他“刘一条”，意思是拍一条就
能过。

肖央成新一季背锅侠

陈思诚透露在写这部电影
的剧本之前，王宝强曾私下找
他吃串喝酒，其间宝强提出两
个愿望，一是希望能裸奔，二是
想当一回女人。后来，陈思诚都
满足了他……发布会上，陈思
诚、肖央也和王宝强一起头戴
长假发凹造型，妩媚十足。

肖央在《唐探 2》中
将以全新身份回归。
据称这个角色很
重要，之前很多人
推 荐 过 其 他 演
员，陈思诚都觉
得“形象太好”
而放弃了。最
终选择肖央，
是因为觉得他

“路人脸，特别
没有明星相，

但又有一种特殊的喜感”。肖央
则叫苦称，戏里自己一直被王
宝强欺负，“他把所有的锅都往
我这甩，我简直是新一季的背
锅侠！”

电影《唐人街探案 2》讲述
由王宝强饰演的唐仁，为巨额
奖金欺骗由刘昊然饰演的秦
风，到纽约参加世界名侦探大
赛，然而随着和世界各国侦探
们的较量，两人发现了隐藏在
这次挑战背后的更大秘密。电
影将于 2018 年大年初一（ 2 月
16 日）上映。

何小沁

《唐人街探案2》：

王宝强挑战“世界侦探大赛”近日，由吴君如导演，陈可
辛监制的贺岁喜剧《妖铃铃》在
京举办发布会，当天，萌贵坊“居
民”、著名电影人吴镇宇与焦俊
艳、方中信、张译、潘斌龙、papi
酱等人悉数到场“批斗”由赵英
俊带队的“无良”小分队。据悉，
影片将于 12 月 29 日上映。

吴镇宇将在片中扮演一位
精神错乱的疯癫警察阿明，与
方中信组成的兄弟 CP 一同居
住在萌贵坊。发布会现场，导演
吴君如多次向吴镇宇、方中信
表示感谢，感谢两人为影片的
复出，但吴镇宇则在现场面对
媒体“指控”自己被吴君如欺
骗，吴君如曾向他承诺这是一
部充满阳光活力的电影，而他
希望能通过这部片子再次突破
自己，可令人意外的是，吴镇宇
进组后发现最大的“突破”竟然
就是“中分”造型和“精分”剧
情，不仅每天都要带着颠覆形
象的假发套，还一直拍摄大夜
戏，连续几十天没见过太阳，一
点也不“阳光”。

此外，吴镇宇还在现场爆
料，他原本需要在“中分”和“地
中海”造型中二者择其一，没想
到方中信觉得“地中海”造型挺
有意思，他便“遗憾”的将“地中
海”谦让给了方中信，不然可能
还会“迎来更大突破”。 小万

吴镇宇新片
险成“地中海”

近日，第 54 届金马奖颁
奖典礼圆满落幕，舒淇以《健
忘村》提名最佳女主角，虽然
最终没能封后，但一套金色礼
服被封为“红毯最美”。没想
到，她5日深夜突在微博及IG
上发文：“暂告演员生涯，承蒙
错爱，江湖再见。”让粉丝一阵
错愕。

舒淇在IG上贴出爱猫照
片，并留言“杀青，暂告演员生
涯，承蒙错爱，江湖再见”，微
博也是相差不远的内容，“暂
告演员生涯，承蒙错爱，各位，
江湖再见。”疑似要退出演艺
圈的发言，让粉丝一阵错愕，
纷纷留言：“等你回来”、“女神
是太累了吗？”不过也有网友
认为她应该只是杀青后，需要
一点时间休息。

另外，舒淇和冯德伦自
2016年9月结婚后，“肚皮消息”
就一直是外界焦点，因此也有
网友推论，她暂时告别演艺
圈，可能是怀孕了“专心养
胎”，不过她本人暂时都还未
有更新的回应，是否真的要暂
退演艺圈，也只能等待她再做
更多的说明。 罗罗

舒淇宣布
暂别演员生涯

好莱坞动作冒险巨制《勇
敢者游戏：决战丛林》已经定档
2018 年 1 月 12 日内地上映。近
日，片方发布了“技能开挂”预
告，四位主角被吸入游戏后发
生神奇的身份逆转，突如其来
的外貌变化以及技能掌握让他
们起初颇为不适，甚至闹出不
少笑话。

在最新发布的“技能开挂”
预告中，四位主角从天而降，莫
名其妙地来到一片神秘的原始
丛林，然而等待他们的不光是
陌生的环境，还有完全陌生的
自己，每个人因为“住在了别人
的身体中”而惊恐不已。

原来，四位主角每个人被
吸入“勇敢者游戏”，都变成了
他们所选择的游戏中的人物，
更加意外的是，他们所化身的
角色，都和本人反差巨大：害
羞的宅男斯宾塞摇身一变成
了勇猛的肌肉型男斯莫德·勇
石博士（巨石强森饰）、高大的
橄榄球运动员弗里奇成了矮
小的“跟班”莫森·芬巴（凯文·
哈特饰）、不合群的女学霸玛
莎变身性感迷人的少男杀手
萝比·旺德豪斯（凯伦·吉兰
饰），最搞笑的是，美丽拉风的
校花贝珊妮到了游戏世界，则
成了戴眼镜又肥胖的谢利·奥
布伦教授（杰克·布莱克饰）。

杨阳

《勇敢者游戏》
主演身份大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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