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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徐克导演的《狄仁
杰之四大天王》和开心麻花出品
的《西虹市首富》同日登陆全国
院线。首个周末，两部影片票房
差距悬殊。根据淘票票专业版
数据，《狄仁杰之四大天王》首周
末票房2.96亿元，而《西虹市首
富》竟高达8.99亿元，几乎是前
者的三倍。叱咤影坛多年的徐
克，这次被出道不过短短几年的
闫非和彭大魔狠狠“碾压”，到底
是什么原因？

首日票房影响排片

根据淘票票专业版数据，
《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和《西虹市
首 富》的 首 日 排 片 率 分 别 为
36.4%和 45.1%，差距不大；但两
者的上座率和票房却相去甚远，
上座率分别为17.8%和34.7%，票
房分别为1.1亿元和2.27亿元。

首日的成绩会直接影响影
城接下来的排片。在接下来的

周六和周日，《西虹市首富》的排
片率不断走高，分别为49.5%和
51.9% ，单日票房分别为3.19亿
元和3.53亿元。与之相反，《狄
仁杰之四大天王》的排片率逐渐
下跌到 30.7%和 26.9%，单日票
房分别为1亿元和8511万元。

喜剧类型更受欢迎

“我认为《西虹市首富》胜在
是喜剧类型，而不是《狄仁杰之
四大天王》质量差。在票房号召
力上，古装动作片比起现代喜剧
片明显吃亏，后者更受大众追
捧，观众年龄段也更广。”金逸院
线总经理助理谢世明说。

“《西虹市首富》更符合当下
年轻人的观影趣味，大家喜欢去
电影院娱乐放松。开心麻花的
电影经过前几部的铺垫，已经形
成了喜剧品牌，这次票房好很正
常。”某影城经理罗菲告诉记
者。她认为，《狄仁杰之四大天
王》的票房表现在徐克的“狄仁
杰系列”里算是正常的，只是在

《西虹市首富》的对比下显得不
高而已。

特效不能弥补剧情

“《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的特
效做到了登峰造极，但剧情是短
板。”罗菲说。也有影城企划经
理表达了类似观点：“《狄仁杰》

属于系列电影，现在拍到第三
部，没看过前两部的观众可能不
太感兴趣。加上这一部并没有
新亮点，虽然特效不错，但故事
悬疑感太弱，赵又廷和林更新也
没有气场撑起一部电影。”编剧
史航则认为：“《狄仁杰之四大天
王》剧本无魅力，锅不必演员
背。但嘉玲姐演的天后还是有
几场戏很尬很尬，赵又廷是可
惜，冯绍峰有的地方是自暴自弃
流于表面。阮经天的幸运在于
戏少而集中，林更新与马思纯的
线索不错，马思纯算是全片亮
点。”

至于《西虹市首富》，史航称
赞该片就像片中台词所说：“在
法律容许的范围内，你已经把自
己的身体开发到极致啦。”当然，

《西虹市首富》也有不少剧情上
的硬伤，比如爱情戏不太成立、
足球戏份很牵强等，但影片的搞
笑包袱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剧情
的尴尬。“我只是进电影院轻松
一下，只要这部电影让我有所触
动，笑了或哭了，对得起掏出去
的电影票钱，我就觉得值。”“80
后”白领小陈说。

年轻观众口味变了

“今天的年轻人不喜欢看
《狄仁杰》这种古装正剧，他们爱
看的古代小说，都是修仙打怪一

类，不再是我们以前看的金庸、
古龙。大家看小说只是为了爽，
对内涵和哲理不感兴趣。这对
中国电影工业来说，绝对是一种
悲哀。”有业内人士表达了他的
担忧，“这部《狄仁杰之四大天
王》特效真的很好，冷兵器的设
计以及丰富的想象力，都是徐克
最擅长且做得越来越好的，但现
在很多年轻人不喜欢看。大家
宁愿看看纯粹开心搞笑的片子，
毕竟大家都有消费的自由，花钱
买乐子也无可厚非。”

有影迷则表示：“没办法只
因为特效就欣赏一部电影，尤其
特效本身还没什么想象力，怎么
还在玩金刚梗？全片也就金龙
乱飞那段感觉在银幕上没见
过。”此外，有制片人认为，徐克
的大导演光环让观众对影片的
期待过高，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
了口碑。 据《羊城晚报》

“人生一切难题，知识给你答案。”近日，
江苏卫视国内首档硬派知识脱口秀《知识就
是力量》在荧屏亮相，揭开了这一“综艺新物
种”的真面目。首期节目以“怎样把自己嫁出
去”为主题，用知识的力量解答热门话题。节
目网络表现力也相当不错，开播当天就已登
上微博热搜榜，罗振宇的金句在全网传播，很
多观众坦言，节目带来独到且有趣的知识点，
非常具有实用性。

早在节目开播之前，罗振宇就说：“都说
电视的方向是娱乐，但是这次我们和江苏卫
视就是想试试看，一个严肃的、深度的知识类
节目，能不能在电视上站得住。”勇闯周五晚
黄档，《知识就是力量》的表现究竟如何？播
出后，很多观众都是一边看节目一边记笔记。

“过去，结婚是一种必然。现在，结婚是
一种选择。”《知识就是力量》首期节目以“怎
样把自己嫁出去”为主题，直击社会热点、婚
恋痛点。不同于情感专家对年轻人婚恋问题
的解答，罗振宇旁征博引，带来极富知识性的
观点，独到而有趣。“协同进化”是《知识就是
力量》捧红的第一个热词，这个词汇在微博、
得到APP上都引发了热议。网友点赞：“从自
然进化角度提出现代婚姻的协同进化，我邀
请你协同进化，成为更好的自己。罗胖的征
婚语实在太妙了。”网友直言获益匪浅，“罗振
宇却用了一个震撼人心的知识来回答，释疑
了我心中的犹豫，让我这个经常标榜会孤独
终老的人有了对婚姻的期待，希望能有个人
与我一起协同进化，一起蜕变成更好的自
己！” 据《广州日报》

《知识就是力量》用知识点圈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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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小时漫画
中国史》自 2017 年
上市以来，一直占
据各大购书网站榜
单前列，掀起了一
阵全民“看漫画学
历史”的风潮。今
年上半年，新书《半
小时漫画世界史》
和《半小时漫画中
国 史 2》的 相 继 上
市，更将这股“漫画
读史”的风潮越刮
越烈。上周末，作者陈磊（笔名：二混子）又携
新作《半小时漫画中国史3》，来到北京言几又
书店中关村店举办签售会，引得众多粉丝前来
捧场。据悉，本次新书签售会将巡回全国，时
间长达一个月，北京则是首站。

在随后的签售会上，陈磊和读者互动，分享
了他创作这套漫画历史书的历程。其实在《半
小时漫画中国史》出版前，陈磊就已经是一名

“知识网红”了，他是拥有300万粉丝的大号“混
子曰”的创始人，目前“混子曰”所发的所有文章
平均阅读量为60万，累计点击量高达3亿次，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及《半小时漫画世界史》系
列的内容正是来源于“混子曰”上的历史科普栏
目。他在本次签售会上表示，在这一系列图书
的后续创作中，将会更多地从小读者们的角度
出发，对叙述语言和历史段子进行更精细的打
磨，力求让孩子们也能够一看就懂，在幽默中学
到历史知识。

作为《半小时漫画中国史》系列的第三本，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3》主要讲述了从南北朝时
期到唐朝的历史事件，一如既往地注重了叙述
上活泼有趣和学术上严谨准确的结合。书中内
容丰富多彩，既告诉大家隋唐虚构传奇英雄李
元霸究竟有多厉害，也介绍了千古一帝李世民
是如何开启大唐盛世的，还有一代女皇武则天
从宫女升职为帝王的全过程等。

据《北京晚报》

陈磊:我是这么写历史的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3》签售

多数集中在周五上映 电影中外穿插题材多

电影上映时间多数会定在周五，8 月份也不例
外，3号、10号、17号、24号和31号这几天是电影集中
上映的日子。

在8月3日上映的影片中，国产动漫《风语咒》是
期待值最高的影片；其次，《妈妈咪呀2：再次出发》是
第一部登上内地大银幕的百老汇改编电影；而最令
人期待的则是今年戛纳电影节上获奖的日本电影

《小偷家族》。
8月10日起，开始进入“喜剧”频道。《爱情公寓》

和《一出好戏》一个是青春的回忆，一个是黄渤的首次
导演，让人难以抉择；“巨兽”题材兴起之后，好莱坞硬
汉杰森·斯坦森与李冰冰合作的《巨齿鲨》也让人非常
期待；另外，《美食大冒险之英雄烩》与《足球王者》两
部动画片则将满足小观众们的需求。

到8月中旬，影院大银幕上星光璀璨。17日上映
的影片包括刘烨、宋承宪主演的《大轰炸》，张子枫、彭
昱畅主演的《快把我哥带走》，以及梁朝伟、吴亦凡主
演的《欧洲攻略》等。

古天乐主演的《反贪风暴3》将于24日上映，同日
上映的还有樊少皇的《天下第一镖局》。此外，让一众
漫威迷期待已久的《蚁人2：黄蜂女现身》也定档24日，
蚁人在该剧中将不再单打独斗，穿上黄蜂女战衣的霍
普将成为蚁人的最佳搭档。

8月的最后一天，汤姆·克鲁斯飞天遁地演绎的《碟
中谍 6：全面瓦解》将与观众见面，这次阿汤哥将与

“超人”一起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8月份观影 别错过这些“第一”
暑期档从 7月迈

入8月，在经过《摩天营救》《我
不是药神》和《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等影片的洗礼之后，8月份还有什么好
电影值得期待呢？

记者梳理发现，8月份即将在国内上
映的电影超过40部，其中有着不少的“第
一”，如黄渤第一次执导的《一出好戏》、豆
瓣评分第一的国产纪录片《最后的棒
棒》、第一部内地上映的百老汇改编
电影《妈妈咪呀2》以及今年戛纳

电影节捧杯的日本电影
《小偷家族》等。

《最后的棒棒》上映时间：8月17日
“棒棒”由重庆方言演化而来，片名

指的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群最后的挑山
工，他们的酸甜苦辣和真实人生。2015
年，导演以仅仅1300元资金启动了这个
拍摄计划，在历时一年中，将这些人的
故事拍摄成13集的纪录片。影片播出
之后豆瓣评分高达9.7分，成为豆瓣最
高分国产纪录片。

《小偷家族》上映时间：8月3日
凭借该片在今年戛纳电影节上捧

回金棕榈奖的是枝裕和，给大家讲了
一个悲伤的家庭故事。一家五口，蜷
缩在破旧平房里，就靠着祖母的养老
金过活。细究才发现，原来这个家庭
成员间并没有血缘关系，他们会成为
家人，仅仅是因为一种互利关系。导
演是枝裕和就透过这个家庭，来反映
日本当代的社会问题。
《一出好戏》 上映时间：8月10日

原本欠下一身债务的马进（黄
渤饰），同远房表弟买了一注彩票，
随后，便跟着公司同事去往一座小
岛团建。没承想，这张彩票让马进
中了六千万，但他已被一股巨浪抛
到荒岛，丧失了与外界的一切联
系。玩笑开大了，看黄渤怎么圆回
来。

《蚁人2：黄蜂女
现身》

上映时间：8月24日
《蚁人 2》由《蚁人》原班人马打造，

保罗·路德将再度饰演蚁人，伊万杰琳·
莉莉不仅回归霍普·范戴恩一角，更将再
次披上黄蜂女战衣。首发的中文正式海
报中，巨型蚁人与黄蜂女联手出击，在闹
市街头迎战神秘反派“幽灵”。《碟中谍
6》 上映时间：8月31日汤姆·克鲁斯搭
档“超人”亨利，一起完成不可能的任
务。继前一部的徒手扒飞机，这一次，阿
汤哥不仅在楼间飞跃，还表演了高空坠
落。该片在北美率先上映，前 3 天票房
就突破了6150万美元，缔造了该系列最
佳纪录。

《蚁人2》上映时间：8月24日
《蚁人 2》由《蚁人》原班人马打造，

保罗·路德将再度饰演蚁人，伊万杰
琳·莉莉不仅回归霍普·范戴恩一角，
更将再次披上黄蜂女战衣。首发的中
文正式海报中，巨型蚁人与黄蜂女联
手出击，在闹市街头迎战神秘反派“幽
灵”。

《碟中谍6》 上映时间：8 月 31 日
汤姆·克鲁斯搭档“超人”亨利，

一起完成不可能的任务。继前一部
的徒手扒飞机，这一次，阿汤哥不仅
在楼间飞跃，还表演了高空坠落。该
片在北美率先上映，前 3 天票房就突
破了 6150 万美元，缔造了该系列最佳
纪录。 据《法制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