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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字辈”赚大钱

明年银幕 打头？

“泰囧”上映14天累计票房7.77亿

元。

业内分析，“明年影视跟风是必然

的。 市场带来的惊喜，必定为投资方带

来了信心， 因此必定会有人愿意跟着

这股风潮追下去。 但是他们不知道，并

非跟风就能救市”。

“小成本”大战绩：

《疯狂的石头》：

投资：300万元成本，票房：2700万

元；

《人再囧途之泰囧》：

投资：700万元成本， 票房：7.77亿

元；

《失恋33天》：

投资：870万元成本，票房：近 4亿

元。

今年的贺岁档， 徐峥的一部“泰

囧”堪称国产电影片的奇迹，连连刷新

多项票房纪录， 一时间成为街谈巷议

的话题。 光线传媒给出官方数据，截至

12月25日，上映仅14天的《人再囧途之

泰囧》票房累计达7.77亿元，打破了《画

皮2》创造的7.02亿元华语片票房纪录。

“泰囧”让同档期上映的多部大片

汗颜的同时， 也让业界开始重新审视

中小成本的电影， 谁能真的复制“泰

囧”？

>>>神话继续

徐峥低调，

不奢求分红

光线传媒称， 截至

25

日凌

晨，“泰囧” 上映

14

天累计票房

7.77

亿元，累计观影人数达

2100

万。这样的成绩也对曾席卷中国

电影市场的好莱坞大片发起了

挑战———

12

月

15

日打败《变形金

刚

3

》的单日观影人数纪录，

23

日

再次打破其次周单日观影人数。

对“泰囧”的疯狂之举，国外著名

电影网站《好莱坞报道者》、《银

幕》也将此电影创造的疯狂纪录

以大版面报道给予关注。

面对如此骄人成绩，片方却

显得十分低调。宣传人员告诉记

者， 虽然电影创下了这么多纪

录，但是目前片方还未有开庆功

会的打算。“一来是我们刚刚完

成了

11

座城市的路演，二来导演

太累了，我们想让他好好休息一

下。 ”被问及是否会因此增加年

终分红奖励？ 工作人员笑言，一

切低调行事，暂不奢求。

虽然片方与导演徐峥均对

此表示低调，但网络上仍有好事

者分析，徐峥是否赚欢了？ 据了

解， 徐峥是否能从票房中分红，

还要看当初与投资方是怎样签

的约。“如果把电影营销完全卖

出去，那么徐峥就只能拿导演和

演员的酬劳， 就像当初宁浩一

样； 如果徐峥参与了票房分红，

那才叫赚欢了。 ”

>>>业界担忧

明年电影

“囧”字当头？

如今，“泰囧”已演变为社会

话题，一方面让更多的导演去开

发类型片，另一方面也让业界对

明年的电影市场有所担忧。

当年宁浩一部 《疯狂的石

头》搅动了整个电影圈， 随后以

“疯狂” 为名的电影频频亮相，

但成绩一般般。《人再囧途之泰

囧》大卖之后，甚至还有电影取

名为《车在囧途》。 因此，有媒体

人在网络上苦笑，“今年一部‘泰

囧’ 火了， 明年肯定会有很多

囧，比如《狗在囧途》之类的。”甚

至还有人称， 明年电影“囧”字

当头。

“跟风是必然的”，资深电影

发行人高军解析，“市场带来的

惊喜， 必定为投资方带来信心，

必定有人愿意跟着这股风潮追

下去。 但是他们不知道，并非跟

风就能救市。小成本电影之所以

能取得不俗成绩，其主要原因是

故事质量过硬、营销得当，而且

档期不错。 ”

>>>早有前科

跟风

《失恋33天》

死得很惨

据艺恩数据显示， 内地电影市

场

2012

年出品的制作中影片以爱情

类为主要类型，占总数的

23.2%

，其

中， 喜剧类影片占据制作中影片的

14.6%

， 而从制作成本来看， 低于

1000

万元的小成本影片占据制作中

影片最大比重，占比

45.5%

，影片涵

盖各种类型 ， 其中剧情类影片占

36%

。

1000

万元

~3000

万元的中小成

本影片占

32.8%

。

根据另一份数据显示，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17

日国内共上映喜剧

片

22

部， 仅占总上映影片数

17%

，

多数为中低成本影片， 票房超

1000

万元的影片仅

6

部。

资深发行人高军告诉记者：“去

年《失恋

33

天》大火之后，今年至少

有

6

部作品是针对这部电影跟风而

来的， 结果

6

部的票房全部沦陷，死

得很惨。 ”

>>>业内声音

吸金与否

与剧本有关

高军说，中小成本影片若想以

小博大，“必须是故事、 特色和档

期，三者缺一不可。 徐峥的‘泰囧’

也只能是徐峥自己去拍续集。别人

去做就会不一样。 ”

高军坦言，今年乌尔善的《画

皮

2

》以及徐峥“泰囧”的成功都存

在着必然。“和以往观众特别冲着

某个导演买票比起来，今年破纪录

的都不是老导演而是新导演，例如

乌尔善和徐峥。说明观众不再把期

望值都放在导演上，而是更看重对

电影本身的选择。 ”

曾与徐峥在《人在囧途》有过

合作的香港电影资深监制、编剧文

隽告诉记者，中小成本电影吸金与

否与投资无多大关系。“徐峥的成

功并非偶然，他也是经过两年多的

时间去完善他的故事，完善他的内

容，争取档期，才展现出了他的才

华。 ”

文隽认为，也不用过多担忧跟

风之作。“‘泰囧’的成功，告诉电影

人，这类商业类型片的市场空间是

有的，对导演而言，这也是比拼才

华的地方，你若有才就能成功。 这

必须要在创作上下功夫。 ”

>>>后有追兵

王家卫

《一代宗师》

明年1月8日上映

王家卫磨剑三年的力作《一代宗

师》将于明年

1

月

8

日全国上映，用“宗

师档”为

2013

年的国内大银幕华丽开

篇。

日前，片方银都机构曝光了梁朝

伟、宋慧乔饰演的“叶问夫妇”合影，

宋慧乔塑造的“叶太太”在梁朝伟的

映衬下，显得格外典雅温润而性感。

电影故事围绕梁朝伟、 章子怡、

张震、赵本山等明星饰演的“宗师”展

开，讲述了“武林”“江湖”的种种道义

和境界，相形之下，宋慧乔塑造的“叶

太太”虽然未参加武林的纷争，但却

如同“叶问”人生轨迹的“定海神针”，

十分关键。

对于首次与梁朝伟合作，宋慧乔

表达了欣喜和惊喜：“很多人都知道

他的眼神特别有魅力， 我也一直是

他的粉丝。 我跟他一对一对戏的时

候 ， 感觉到他的眼神果然很厉害 ，

快把我熔化了， 我在现场看到他的

眼神比在电影中的强几百倍。 ”

（据《华西都市报》）

12

月

25

日，重庆

9

岁小男孩徐毅

正式加入重庆市作家协会， 成为该

协会目前最年轻的会员。 此消息引

发网友热议。

9

岁的徐毅，是重庆某小学四年

级学生，目前已经出版一本诗集《梦

落花》，“明年

1

月，徐毅的文集《雨是

伤心的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徐

爸爸说。

对于

9

岁孩童加入作协，有网友

说，“奇才！ 要好好培养！ ”有的则认

为，“对孩子不见得是好事！ ”

对于大家的评说， 徐爸爸态度

明确，“绝对不会出现类似‘伤仲永’

的状况。仲永的那个时代，没有足够

的文学土壤， 而且主要是仲永父亲

太功利所导致。 ”

重庆市作协主席陈川确认，

9

岁

的徐毅的确加入了重庆市作家协

会， 是目前重庆市最年轻的市作协

会员。 （据《天府早报》）

“诗说”10余万字

九岁娃入作协

赵普首次

回应毒胶囊事件

日前， 央视著名主持人赵普首

次回应毒胶囊事件： 整个工业明胶

产业链被曝光，肯定触动一些人、一

些利益集团的利益。 他们通过种种

手段压制我本人， 也包括对我单位

施压。许多人不知道，以为压力来自

台里，其实不是。许多人以为我是被

台里处分了，其实不是。让我暂缓出

镜只是对抗压力里最无奈的一招。

原委

他没被封杀，

是被保护暂缓出镜

关于赵普的“中枪”，网络上与

现实中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

4

月

15

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

播出《胶囊里的秘密》，曝光河北一

些作坊用皮革废料熬制成工业明

胶，卖给企业制成药用胶囊。

此时， 赵普已从荧屏上消失多

日，微博也未更新。

网络上， 好事者的剧本开始酝

酿：赵普为《胶囊里的秘密》能顺利

播出，提前爆料，倒逼真相，因言获

罪，被噤声、被封杀、被停职、加盟别

家卫视。

赵普的微博当天被转发近百万

次。随着媒体的参与，工业明胶向食

物链渗透的目标不断扩大。

这一切似乎都因赵普的

29

字微

博引起。 时隔半年， 他首次对记者

说：“意外地形成了某种互动关系，

我也许在不合适的时间做了一件正

确的事。 ”

糖果专业委员会隔空喊话：不

能排除未来代表行业对微博信息发

布者进行起诉的可能。 央视领导与

赵普商量：先避风头，暂缓出镜。 为

的是抗住来自“上面”的压力，也为

保护站着中枪的赵普。

从

4

月

13

日到

8

月

13

日， 一护就

是

4

个月。这期间赵普没有收到一张

法院传票。

复出

调整播报方式

节目最后再多说两句

重新回到《晚间新闻》的赵普，

将这档新闻播报节目略作调整———

“节目最后再多说两句”。一天，他在

节目最后说：“今天接到一位朋友的

电话，他说已经

3

天没开车了，原因

是他担心自己的日系车遭遇不测。

一时间， 我忽然不知用什么去安慰

他。现在我想说，理智是安全感的奠

基石， 疯狂表达与残害同胞只能造

成一桩桩‘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这样的蠢事如果一再重演， 那只能

说明我们是没有进步的一代。 今天

的节目就到这里， 赵普在北京祝您

晚安。 ”

11

月

19

日，酒鬼酒被曝“塑化剂

超标

260%

”。 风波伊始，中国酒业协

会和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先后发声，

力挺白酒行业。 随着事态扩大和发

展，又先后失声。

央视《晚间新闻》

11

月

25

日节目

最后， 用改版后的一分钟短评评论

此事：在所有食品安全事件中，各类

行业协会……对本行业出现的问

题，是秘而不宣，悄然公关？ 还是坦

白问题，欢迎监督呢？ 简单地说，食

品行业协会到底应该维护谁的利益

呢？ 当企业利益与消费者权益发生

矛盾时， 行业协会能否作出正确选

择，也是赢得公众食品信心的关键。

短评由赵普撰写。

从播报到交流， 赵普切换得游

刃有余。“幸运在这儿，不幸也在这

儿—————我不可能像真正的老播音

员字正腔圆，我可以跨界，在中间既

像说话也像播报。 ”

（据《南方人物周刊》）

□

王沐

圣诞节过后， 徐峥无疑收到了一

份看似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的大礼，

“泰囧”全国总票房达7.77亿元，成功

超越上半年的《画皮2》，成为国产电影

史上最卖座的影片。

在很多人看来 ，“泰

囧”的成功像一出神话。 诚

然，我们预料到这部影片会很卖座，影

片也自然会成为年末岁尾的话题。 可

是， 恐怕就连初做导演的徐峥都不会

想到， 自己的影片可以打破多个华语

电影的纪录。

从影片的制作来看， 徐峥可谓费

尽心思，完全依照好莱坞模式，创作了

一部标准的商业喜剧。 影片显然吸取

了 《疯狂的石头》、《爱情呼叫转移》、

《人在囧途》这些徐峥直接参与过的喜

剧作品中的优点， 也成功避免了这些

影片的缺点。

从档期上来看，“泰囧” 冥冥之中

被安排到了一个美妙的时间段上映，

在《温故1942》和《王的盛宴》严肃的失

败后，面对玛雅人世界末日的预言，面

对年末狂欢， 观众的确需要一针强心

剂。这段时间没有好莱坞大片冲击。可

以说，“泰囧”占据了天时地利。

从营销策略上看，“泰囧” 反馈出

来的平民性和时代感都为口碑的连锁

效应打下了基础。 喜剧片更接近大众

生活，只要它仍旧立足现实，只要它制

作上独具匠心。徐峥、王宝强和黄渤带

动的“囧神家族”也恰好迎合当下，颇

具时代气息。 用最恰当的宣传方式为

“泰囧”赢取了人和，这也是最重要的

突破点。

我们一直在强调影片的票房，对

商业片来说， 这的确是最重要的试金

石。 票房虽然不会与电影的艺术成就

产生直接关系， 但的确也反映了大众

的需求。尽管《画皮2》也曾经创造票房

奇迹，尽管成龙的《十二生肖》也有后

来居上的架势，

可我们不要忘

记 ，3D电影的特殊

体验与高票价，也是

推动它们的重要手

段。 如同韩国电影只看观影人次不看

票房一样， 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数

学公式就可以得知， 到底有多少人在

这个冬天看过“泰囧”。

相对于票房， 这个数字才更是令

徐峥骄傲的成就。

（据《新京报》）

“泰囧”的高票

房令发行商光线传

媒的股价持续攀升。

统计显示，自“泰囧”

上映后， 光线传媒累计涨幅高

达

37.28%

， 为近期沪深股市表

现最好的传媒股。

“泰囧”自

12

月

12

日上映，根据光线传

媒的公告，到

25

日，该片的票房收入约

7.77

亿元， 预计将为公司带来

2.62

亿元的分账

收入。

不少券商也据此上调了光线传媒的评

级。国泰君安研究报告中指出，按“泰囧”票

房

10

亿元测算， 将增厚公司净利润

2.3

亿

元，将光线传媒的目标价上调至

37.5

元，给予“增持”评级；中信则给出目

标价

29.4

元及“增持”评级。

（据《中国证券报》）

“泰囧”：

命中注定的意外之喜

网友期待“荷囧”、“美囧”、“韩囧”

与其他导演一样，徐峥也是带着《人再囧途之泰囧》跑

城市见观众，目的只有一个———想有个好收成。现在收成好

了，观众关心的多是他“下一年的耕种计划”。

徐峥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我们跟观众见面，被问得最多

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拍下一部片子。 甚至有观众说你们下一

部去荷兰拍吧，拍一部“荷囧”，请何炅来主演。

这个故事，听上去像一则冷笑话。其实，这正是《人再囧

途之泰囧》 火爆之后延伸的话题———续集， 抑或是跟风之

作。《人再囧途之泰囧》大获成功无疑会引来众多的投资者，

把国家的名称变一下，完全有可能出现“美囧”、“韩囧”、“法

囧”等。

黄渤：“泰囧”的成功不能代表徐峥的以后

单从票房数字和观众人气看，《人再囧途之泰囧》 当仁

不让地成为今年贺岁档的一匹黑马。 在口碑效应下，《人再

囧途之泰囧》给其他同档期的大制作影片，只留下一个“伟

岸”的背影。

冯小刚的《一九四二》，最终票房定格在

3.5

亿元，这是

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影视传播研究者尹鸿认为，“《一九四

二》没达到票房预期，诚然值得探讨，但是，票房与电影品质

并非完全成正比。电影还是好电影，就是缺少了让观众透气

的‘气口’”。

诚如《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发表的评论所说，“面对

深入饥饿历史、品味蚀骨之痛，观影者更多地选择了踏上冒

险传奇体会轻松欢愉。极简主义的当代喜剧放松身心，融入

反思的民族史诗升华灵魂，我们需要爆米花，也需要良药”。

黄渤说 ， 一个导演不只是一部片

子，对徐峥而言，这一部电影的成功也

不能代表他以后的全

部。（据《齐鲁晚报》）

新票房冠军

华语片

“

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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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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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涨

3

7

%

徐峥

王宝强（左）、

范冰冰（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