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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档 4 部电影

票房超 10 亿元

文娱 A16

《速度与激情：
特别行动》
票房可观口碑欠佳
《小欢喜》
今晚欢喜大结局

有温度有力度作品受认可

暑期档临近尾声，呼声很高的《速度
与激情：特别行动》于 23 日登陆内地。截
至昨晚记者发稿，该片上映 4 天票房收入
已逼近 8 亿元。这个数据堪称可观，不料
口碑却创下“速激”系列最低分，豆瓣上评
分 仅 为 6.4 分 ，不 少 观 众 认 为 影 片“ 无
脑”，甚至给出“披着速激名义来骗钱”的
犀利评价，这也让暑期档漂亮收尾的预期
蒙上了一层迷雾。
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已诞生 4 部票
房 10 亿+的电影。其中《哪吒》更是豪取
45 亿元，从其锐不可挡的势头来看，这部
电影极有可能成为年度票房冠军。

宁波各大影院纷纷给出高待遇
《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 是速激系列
的外传电影。这部下足血本给足噱头的番外
篇，集结了道恩·强森、杰森·斯坦森、伊
德瑞斯·艾尔巴三大硬汉，上映前就已吊足
影迷胃口。然而这部投资 2 亿美元的大片，
登陆中国前在北美和其他地区仅收获 4.4 亿美
元票房，要想回本，业内人士预估全球票房
至少要拿到 6 亿美元。也正因此，巨石强森
和杰森·斯坦森专程来华宣传，希望该片能
在中国市场大赚一笔。而中国的影院和影迷
也确实给予了足够待遇。从目前上映的情况
来看，全国影院前四日该片排片基本都超过
50%。记者从 26 日宁波各大影院的排片情况
看到，《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 显然已被当
成收尾暑期档的“种子选手”
，比如时代电影
大世界一天就安排了超过 30 场次的放映，足
见影院方对该片的看重。
截至记者昨晚发稿，《速度与激情：特别
行动》 已在中国内地收获 7.93 亿元票房。据
猫眼专业版给出的预测，这部电影在中国的
最终票房将落在 15.79 亿元。

观众质疑披着速激名义来骗钱
票房固然喜人，
但从口碑看，
这部电影无论在北美还
是中国，都难以满足
“速度迷”
的期待。豆瓣 6.4 的评分，
创下了速激系列的最低分纪录，而 IMDB6.8 分、烂番茄
67 的新鲜度，
也都显示该片在海外的口碑彻底崩盘。
不少观众看完后表示，虽然两大光头的超燃肌肉感
和真人近身格斗足够劲爆，特技方面也是超级酷炫，但
影片却存在致命弱点。有影迷指出，原系列中家人、亲
情、信仰等情怀的内容几乎被抛弃殆尽，代之以酷炫的
特技镜头和惊险的拍摄场面，结果就是“缺失精髓，严重
跑题”
了。
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速激系列电影初
始便以传承飙车、美女、激情为特色，这才在众多英雄电
影中显得独树一帜，直至今日在全球积蓄了大量粉丝，
而如今“影片没了‘速度’，沦为彻头彻尾的特工片、烂大
街的超级英雄电影”。不少观众留下差评：披着速激名
义来骗钱，
太粗制滥造。

暑期档已有 4 部电影票房超 10 亿元
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共诞生了 4 部票房 10 亿+的
电影，
《哪吒》以 45 亿元遥遥领先，其次是《烈火英雄》的
15.8 亿元，这部主旋律影片冲上了年度票房第六的宝
座。有业内人士表示，该片能够在竞争激烈的暑期档杀
出重围，
最大的优势是剧情足够催泪、
上映时机合适。倘
若不是综艺节目《中餐厅》中黄晓明霸道总裁人设拖了影
片的后腿，
《烈火英雄》的票房还有往上拔一拔的可能性。
排在第三的是《蜘蛛侠：英雄远征》，票房最终为 14
亿元。另一部票房超 10 亿元的是刘德华和古天乐主演
的《扫毒 2：天地对决》，票房 12.9 亿元，位居年度票房第
八。此外，
《银河补习班》
《狮子王》
《使徒行者 2：谍影行
动》，也都超过了 5 亿元。
接下来暑期档的最后几天，还有两部电影要赶末班
车，大鹏、欧豪主演的《铤而走险》从目前各城市的点映
情况来看，观众反馈不错；梁家辉首部导演作品《深夜食
堂》，是否如想象般美味与温暖，则要等到上映后才能揭
晓。
记者 吴丹娜

本报讯（记者 吴丹娜） 根据宁波籍作
家鲁引弓同名小说改编的现实题材剧《小欢
喜》今晚将在东方卫视和爱奇艺收官，剧中
众人也将迎来自己的欢喜结局：
大人们心想
事成，
孩子们也都考上了心仪的学校。在这
个暑期档，
《小欢喜》引起了无数关于亲子话
题的讨论，让观众在收获欢笑和感动的同
时，
也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和家人相处。
“我们曾经以为，高考是人生中最难迈
过的坎。
”
《小欢喜》中的这句话，
道出了每个
高三考生家庭的心声。很多观众表示，
最大
的感受是真，
哪个读高三的孩子不曾被妈妈
“碎碎念”
？也许是因为翘课、早恋、打闹，
也
许是因为“别人家的孩子”……虽然唠唠叨
叨，
但其实每一字、每一句都包含着爱。
《小欢喜》聚焦城市家庭中年人的焦虑，
主演黄磊说：
“30 年后回首高考，总觉得那
一刻人生才开始迈上第一步，
感受到父母的
用心良苦。我庆幸能通过这部剧和大家重
新分享这种感受。
”
总制片人徐晓鸥表示，
剧
中每个真实鲜活的人物都是中国家庭的镜
像缩影，他们一起组成了都市生活的浮世
绘，
“我们记录下这个时代的变迁。希望方
圆和童文洁的名字成为万千普通家庭的代
表符号，
他们会运用智慧化解生活中的各种
难题。
”
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小
欢喜》的热播让更多影视剧制作者再度认识
到，只有贴近生活的剧目才能备受观众认
可，
才能在市场站稳脚跟。如何创作出有温
度、有力度的作品值得从业者深思并践行。

福彩开奖信息
3D 第 2019231 期：
1 1 0
七乐彩 第 2019099 期：
01 05 09 19 20 26 29 27
6+1 第 2019099 期：
5 2 2 9 0 4 牛
15 选 5 第 2019231 期：
03 06 07 09 13

体彩开奖信息
大乐透第 19099 期：
04 06 18 27 33 07 09
20 选 5 第 19231 期：
10 12 16 18 19
排列 5 第 19231 期：
9 3 5 7 0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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