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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新片受“出轨门”冲击，慌忙下档

文章正因出轨陷入自己演艺
生涯最大的一次名誉危机中，他
参演的新片《我在 路上最爱你》
也因此受到了冲击。这部中韩合
拍的电影上映没几日，记者发现
在长沙横店王府井影城等影院已
经匆匆下线，王府井影城经理钟
宇告诉 记者 ：“以前 文章的电影
都还挺火，但没想到该片票房惨
淡，在我们这里上映后没卖出几
张票。” 

其实，文章并不算是《我在
路上最爱你》的第一男主角，而
是冠以“特别出演”，他在片中的

戏分并不多，而文章也没有出席
《我在路上最爱你》的巡回宣传。

但片方此前一直把文章当成主演
来宣传，文章与黄圣依还提前被
爆在片中有激情戏。不料弄巧成
拙，文章“出轨门”后，有网友在
该片的官方微博留言“本来以前
他的电影每部都看的，现在真心
不想看了”，“这部电影瞬间悲剧
了”等。虽然说《我在路上最爱你》
片方一直看好绯闻能让这次电影
大卖，但面对上映 9 天只有 1900
万元的票房成绩，片方实感到有
点无奈。

白百何“离婚”带不动《整容日记》

2011 年，《失恋 33 天》的火
爆票房让文章与白百何的事业上
了一个新台阶，尤其是其后主演
了“小妞”电影的白百何俨然成了
票房保证。这次白百何主演的《整
容日记》在 4 月 4 日上映，首日票
房约 900 万元，与白百何过去几部

“小妞”电影的票房成绩相距甚远。
原来，在《整容日记》上映前夕，

白百何突然删除今年以来的微博，
就爆出与老公陈羽凡情变风波。
随后白百何否认一切，用网友的说
法，白老师简直就是在用“绳命”
回击“离婚传闻”。而在《整容日记》
上映前，好友文章闹出绯闻事件，

白百何虽然一边表示自己和丈夫
感情稳定，一边表示“不会参与
朋友家人的事情”，并反问 ：“难
道只有演员有小三吗？” 

此言一出，粉丝们无奈质疑：
“白老师，这是‘整容’过度，需要‘补

脑’的节奏吗？”于是《整容日记》
再次遭到票房冰冻。面对票房现
状，4 月 12 日本报记者联系上片
方，对方回应称 ：“自始至终我们
都没有炒作绯闻的念头，根本不
需要动这个脑筋，我们前期宣传
营销工作做得很足。”而面对有
些粉丝抵制白百何新片情况，片
方觉得“没那么严重”。

范冰冰绯闻翻炒，《白发》延期上映

3D 武侠电影《白发魔女传之
明月天国》还未上映前，范冰冰、
黄晓明两人就不忘相互挖坑互曝
八卦。随后黄晓明赠女友 BABY
生日豪车、范冰冰与旧情人王学
兵怀念旧情，到最后范冰冰承诺
电影票房到 10 亿就公开新恋情
……这一切与感 情有关的话题，
其实都是为了电影票房在做努力。

可惜碰到今年春天，绯闻给
票房挡道得大势，原定于 4 月 25
日上档的《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
国》，突然表示“延期到今年七夕
档”。虽然片方表示这只是发行方
临时改动时间，但电影圈内人士
都发言：今年春天绯闻炒作四处
飞，靠情爱抢票房难成行，所以“范
爷”组见好就收！

60% 观众感觉，新戏要出炉绯闻先开道

一旦艺人有恋爱、分手、劈腿、
离婚之类的绯闻爆出，很多观众的
第一反应就是他有没有新戏上映，
这是不是炒作，因为借主演的绯闻
为新片吸引眼球，已经成为很多影
视剧的炒作必杀技。在今日女报影
迷群里，有60%的影迷认为这些名
人恋情的张扬都是在为他们即将上
映的电影造势。对这一套，他们早
已看透了。 

对于不少电影上映前先拿八卦
开道的做法，有资深业内人士向我
们坦露：“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大
部分明星八卦都是有组织、有策划
的，但他们会尽量不给大众和媒体
留下把柄，比如以网友的身份在网
上发帖子公布或者通过某些影评人
的博客或微博透露，你要说他是故

意炒作，又没有证据。”而记者在
微博上看到，公众目前对明星八卦
的质疑也愈来愈多，所以文章、白
百何、范冰冰等人挤在这个 4月大
闹绯闻事件，也难怪观众开始对绯
闻处于审美疲劳，采取理智旁观状
态，八卦对电影的宣传效力也就自
然开始打折扣。

对于票房全靠八卦开道的现
象，华谊兄弟发行公司小朱指出，
这是个例行动作，毕竟市场很残
酷，杀出血路需要有这几斧头开路，
如果是一部媒体从来都不谈论的电
影，又怎么能被关注呢？但另一方
面，资深影评人向阳也指出：“票房
还得靠好的剧情和口碑，宣传方向
走偏，过度渲染八卦，反而让影片
显得格调不高。”

那些年，被绯闻害了的电影

《刀见笑》，笑不到最后

电影《刀见笑》的上映一直与
张雨绮和汪小菲的一段感情捆绑进
行。首先是有媒体爆料雨绮与神秘
男子狂饮，似因汪小菲婚礼在即而
情绪低落。随后，有媒体爆料雨
绮在出席某场合时，被问到汪小菲
的婚礼就黑脸。再到后来，雨绮因
赶拍新片而缺席《刀见笑》宣传，
则被媒体渲染成要和汪小菲划清界

限。随后，《刀见笑》点映，不少
观众从电影里看到了俏江南的影子，
再次想起那段“定情信物”传说。
为了宣传电影，《刀见笑》甚至将上
映档期推迟到汪小菲婚礼前夕，真
可谓做足了功课。可惜的是，绯闻
炒作再猛，该片票房依旧不高，粉
丝们直接表示“这就是一场活生生
的炒作罢了”！

《夜惊魂》绯闻没炒出好票房

电影《夜惊魂》在前期宣传中，
女主角唐一菲被热炒。当时除了床
戏外，更多的看点是她与姚晨和凌
霄肃的婚姻沾上了边。所以，在宣
传中，对唐一菲的描述大多是“因
被传插足姚晨与凌潇肃的婚姻”，

而成为当时十足的‘话题女星’”。
但随着绯闻升华，很多人抵触去看
唐一菲新片，其实直到如今，因当
年绯闻炒作过头，唐一菲“小三”
阴影一直还在，不知道唐一菲会不
会觉得有点得不偿失。

《出水芙蓉》男女主角越炒票房越低

电影《出水芙蓉》在举行首映
活动时，该片导演刘镇伟竟然当场

“撮合”两位到场的男女主角方力
申和阿娇：“我发现他们俩拍戏的
时候眼神很特别。”一番言论立马

风行网上，成为话题。可是因为阿
娇“艳照门”事件，永远是观众们
心头的“痛”，所以即算再炒其他
绯闻，总让观众觉得做作，于是随
之电影票房也不理想。

《朝内81号》暑期档
清凉一“吓”

今日女 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卫昕） 惊悚片一直是国产电
影软肋，而由叶伟民执导、文
隽操刀编剧，吴镇宇、林心如、
秦海璐、杨祐宁、莫小棋主演
的《朝内 81 号》，却以近亿 元
投资开创国产惊悚片 3D 时代。
这部 3D 版东方惊悚悬疑电影，
近日宣布将于暑期档 7 月 18 日
全球公映。

影片故事利用一座京城老
宅和几个性格迥然的人物，述
说一段历史的前世今生。拍摄
制作更一改以往国产惊悚片“山
寨”特色。制片人林朝阳表示，
影片仅 道具 就 有近 13000 个，
最多一个场景中配备了 600 多
个物件，其中不乏古董。3D 拍
摄更颠覆国产惊悚片小制作格
局，林朝阳用“身临其境”来
形容其效 果 ：“它会带领观众
走进朝内 81 号，以接近真实的
触 感，‘抚摸’到这座传 奇老
宅的每一个历史痕迹，空间感
很强。”

■影视空间

陈柏霖炮制“宅男追
爱攻略”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王淞）由陈柏霖、陈意涵、郭
书瑶主演的爱情喜剧《追爱大
布局》将于近日上映。

片中，陈柏霖饰演的十全
大宅男吴全顺和陈意涵饰演的
傲娇校花梁小琪这对势同水火
的搭档，却被“菊湖传说”这
个神 奇 的 爱 情魔 咒 联 系在 一
起。表面上，希望帮助对方破
解“菊湖传说”陈柏霖，实际
上却秘密炮制出一套用心良苦
的“追爱攻略”。谈到该片，陈
柏霖表示，“忍、准、缠、猛、萌、
真这六大狠招，将让女生乖乖
顺从命运的安排，连内心最深
处也渐渐对原本深恶痛绝的宅
男有所改观”。他相信，影片将
会给宅男们带来最精准的“追爱
攻略”。

让文章他们告诉你——

演员的绯闻           电
影票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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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寒
冰

4 月近 30 部电影扎堆上映。在这场
硝烟弥漫的票房大战里，很多影片为了避免

沦为炮灰，宣传手段不断翻新。《我在路上最爱你》
把本是客串演出的文章当主演宣传，想借光其“出
轨门”涨票房 ；《整容日记》上档，搭上白百何离婚
传闻炒作。而范冰冰主演的《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国》
临近上映，不但再炒与王学兵绯闻，并又一次主动
承认有男友……

就在片方认为“炒炒健康又赚钱”时，电
影人们发现炒作票房的绯闻利器，竟然不

好使，绯闻炒作突然变为票房毒药，
而且开始帮倒忙……

带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