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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寒冰

四年未见喜剧作品的“贺岁喜剧第一人”葛优回来了；藏身多年的周星驰带着《新
喜剧之王》现身了；《人间 · 喜剧》《天气预爆》《断片之险途夺宝》等纯
喜剧作品排着队挤进今年的贺岁档了。
每年从 12 月开始，到农历春节前后，是好片扎堆票房竞争最激
烈的贺岁档。今年贺岁档比起往年有不少变化：纯喜剧电影时隔几
年重返主场，获奖的国产文艺电影也扎堆而来，当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与各大电影公司交流时，他们则
感叹：今年的贺岁档配方完
全不一样！

扫一扫，看今年贺岁档好不好笑

主食：

奇缺的喜剧片回来了

《新喜剧之王》跟 20 年前那部
影响无数人的《喜剧之王》有何不
同？12 月 1 日，中影星美院线宣发
部杨经理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介
绍，周星驰这次喜剧，重点就在于
那个“新”字。
“周星驰在 3 年前开
始创作剧本，同时也在寻找合适演
员，直到一切都准备就绪他才动手
拍。”所以杨经理觉得这部喜剧很值
得期待。
当然，今 年的喜剧阵 容中，还
有从开心麻花的《人间喜剧》，肖央
的《天气预爆》等加入。想必有这
样的阵容，今年的贺岁档应该有点
好笑。

纯喜剧回归、获奖文艺片扎堆

贺岁档的概念最早缘起于冯小
刚的“冯氏喜剧”，说到贺岁片喜剧
自然是绕不过去。但是从 2015 年开
始，贺岁档里的喜剧元素却越来越
少。所以，当周星驰与葛优宣布要
回归贺岁档时，观众都开始偷着乐了。
“葛优的喜剧已经确定在 12 月
29 日上映，首先抢占贺岁档。”12 月
3 日，横店影业有限公司发行经理张
翼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说。原来，
《断片之险途夺宝》是葛优时隔四年
后重新回归喜剧角色。所以现在这
部电影在各大院线的计划排片也很
充足。
“经过多年的市场分析上，我
们发现很多观众都有个习惯，期待
一部纯正喜剧开启新年好运。”张翼
如是说。
元旦有葛优搞笑，春节就有周星
驰逗乐了。周星驰此番“重现江湖”
，
加上“喜剧之王”四个字再次出现 ,
是意味着周星驰喜剧元素的全面回归。

今年贺岁档配方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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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料：
国产文艺片扎堆

以前元 旦前后，必是张
艺谋、姜文、冯小刚等大导
演都 要争 抢的贺岁黄金档。
但今年这些导演却“无片偷
着乐”，反倒是一大拨在各类
电影节上，提名或获奖的“镀
金”国产文艺片杀出了重围。
这 其 中 最 受 期 待 的 是，
12 月 31 日上映，由毕赣导演
的《地球最后的夜晚》。该片
入选今年戛纳电影节“一种
关注”单元，又由实力派演
员汤唯和黄觉主演，据说片
中有一个长达 60 分钟的 3D
长镜头令人惊艳。
而另一部在第 64 届柏林
电影节上获“特别提及奖”，
以及第 21 届北京大学生电影
节上获最佳影片的《狗十三》，
也是倍受期待。该片是曹保
平导演 5 年前的作品，讲述
的是一个小女孩由童年到成
年的残酷成长变化。

在文艺片大战中，还有
章明导演蛰伏多年后的作品
《冥王星时刻》。该片曾入围
戛纳电影节
“导演双周”单元，
由王学兵、刘丹、母其弥雅、
曾美慧孜等主演，是一部关
于电影的电影。
此 外，还有于兰执导的
《 大 烟 炮！一 千八！》， 讲 述
上世 纪 60 年 代 东北一 个男
人和两个女人之间的爱恨情
仇， 在 第 40 届蒙 特 利尔电
影节上也有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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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品：
好莱坞大片抢镜
借助《毒液》发威，好
莱坞大片唱起了今年贺岁档
开篇主角。
像即将上映的《海王》，
不 但 比 北 美 早 两 周 上 映。
而且由《速激 7》华裔导演
温子仁 执导，加上 杰 森·
莫玛曾出与妮可· 基德曼、
威廉 · 达福等老牌影星助
阵，给足了观众吸引力。
而另一部烂番茄新鲜
度 93%、豆瓣评分高达 8.5
的年度悬疑电影《网络谜
踪》，也来凑热闹。这部电
影讲述了父亲在女儿失踪
后，通过破解女儿的社交
软件寻找真相的故事。整
个过程，通过一张电脑桌
面被展现出来，颠覆传统
的观影体验。
此外，还有根据真实事
件改编、 讲 述一对 情侣遭
遇飓风袭击顽强求生的《惊
涛骇浪》，讲述印度草根企
业家故事的《印度合伙人》，
宫崎骏经典动画片《龙猫》
修复版，好莱坞动画片《绿
毛怪格林》、
《蜘蛛侠：平行
宇宙》等都挤在了 12 月上
映，这些影片无凝让中国贺
岁档多些特别的味道。

影视连连看

纪录片缘何频频成“爆款”
文 / 曾俊
最近，自然类纪录片
《王朝》刚在网上播出，
即获得逾 1.2 亿次播放量，观众评分 9.7 分，
成为今年又一部纪录片“爆款”。
2018 年，纪录片频频受到关注。呆萌有
趣的《如果国宝会说话》，用烧烤比照人生的
《人生一串》，
“舌尖”之后再掀美食热的《风
味人间》，甚至还出现了借鉴纪录片拍摄手法
的明星真人秀《奇遇人生》，这些都得到了年
轻用户的青睐。
其实，在观众以往的认知中，纪录片普
遍侧重于严肃性和文化性，很难与二次元文
化产生交集，也不会与“网红”
“自来水”等
网络现象联系在一起。但当初《我在故宫修
文物》《鸟瞰中国》《如果国宝会说话》等在
电视上首播时关注度不高的纪录片，突破了纪
录片乏味的包裹，变得年轻而有趣起来，也
逐渐在网上迅速走红。
不难发现，这些纪录片多半由网络平台
制作和推动——从传统电视平台自制自播，到
电视台制作、台网联播，再到网制网播——
中国纪录片的制播模式日益多元化，逐渐契合
了年轻用户的审美，增强了互动性。
在今天的创作环境下，纪录片制作与其他
影视形式相结合越来越常见，比如将“纪实”
概念植入综艺节目。近日收官的《奇遇人生》
意外成了小爆款。还有曾爆红的真人秀节目《侣
行》
，后来催生了纪实真人秀《我们的侣行》
，将
纪录片与真人秀的特点相结合，升级了观众体验。
实际上，视频网站在促进着网生纪录片
的快速成长，纪录片为了收割流量，在创作
方式上迎来了变化，从视听、语言、题材等方
面“迁就”观众，用接地气、年轻化的形态
吸引观众 , 从而成为“爆款”和“网红”。纪
录片制作人也开始放低姿态，不再只是怀揣
理想，而是努力获得市场认同。纪录片也终
是丢掉了乏味，靠着纪实内容成功抓住观众。
消息

“国风”走进综艺秀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杨琪）近年
来，国潮回归现象屡见不鲜。最近，随着
爱奇异网综节目《国风美少年》的出炉，又
为“国风”披上了综艺的外衣。
节目中，有央视《经典咏流传》导演王宁
坐镇，有三弦演奏《锁麟囊·春秋亭》
、古
琴唱响《沧海笑》
、胡风舞蹈《一梦敦煌》
……浓浓的“传统特色”难免还是收到了网
友们
“文艺汇演”的吐槽。到底何为
“国风”？
节目组解释，国风出自《诗经》，是周
初至春秋时期民间优秀诗歌的集合，是《诗
经》中的精华。节目中 20 位喜好国风的美
少年，将被三位国风召集人赋予黄金班、
白银班、青铜班的不同标签，通过唱演秀
形式让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朝气和活力，让
中国风获得更多人的喜爱，实现中国少年之
于国风的责任。
只是，如今节目展现的除了导师们的精
彩表演，各位选手出场却并不出彩。难怪
有网友吐槽 ：
“不是只要穿上中国风的衣服
就叫传承了中国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