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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蔡慕嘉）

由宋茜、

欧豪等主演的电视剧《山月不知心底事》

近日正式收官。 该剧自播出以来剧情高

潮不断，收视率屡创新高。 大结局中，宋

茜饰演的向远和欧豪饰演的叶骞泽终于

携手帮助江源度过危机，步入婚姻殿堂。

剧迷们在祝福的同时也纷纷表达不舍。

《山月不知心底事》是欧豪再度回归

荧屏之作， 剧中他将叶骞泽既叛逆又暖

心的性格诠释得细致入微。同时，随着电

视剧曝光的幕后花絮也展现了欧豪诸多

的隐藏属性。 镜头之外的欧豪小动作颇

多，临时当摄像、飙粤语，还给自己加戏，

堪称“戏精本精”。 董灵的扮演者孙铱评

价他：“表面上永远都要酷酷的，很有‘杀

气’，但是相处久了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是

一个很逗的小孩。 ”除了爽朗呆萌，他认

真敬业的态度也为人称道，叶秉林的扮演

者丁勇岱评价他，“欧豪在片场始终在琢磨

自己的角色。 ”导演余淳也表示：“欧豪身上

有种不服输的劲头。 ”

今年，欧豪持续在影视上刷存在感，电

影《烈火英雄》、电影《铤而走险》以及电

视剧《山月不知心底事》 相继与观众见

面。《山月不知心底事》收官后，他参演的

电影《中国机长》、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也将在 9 月 30 日亮相大银幕。 对此，欧

豪低调表示：“只是这两年拍的戏都集中

在一个时期上映了。 ”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慧）

还记得泰国

电影《初恋这件小事》中的“小水”平采娜

吗？ 由她主演的电影《友情以上》即将在

中国上映，与“初恋”不同的是，平采娜在

这部电影里成为被暗恋的对象， 可采访

中她直言“友情以上”的关系实在让人难

受，希望有这样经历的人能找到出口。

作为 2019 泰国本土票房冠军，《友情

以上》由《天才枪手》原班人马制作，查亚

诺普·布恩帕拉科布导演执导，影片讲述

了高中时期潘（

奈哈 饰

）本想鼓起勇气向

他最好的朋友琴（

平采娜 饰

）告白，但因

为担心告白被拒连朋友都做不成， 潘决

定以“好朋友”的身份默默地陪在琴身边。

当琴爱上音乐制作人泰德以后，潘却不再

满足“好朋友”的身份……

影片确定 9 月 20 日内地公映，15 日

导演偕女主角平采娜出席了北京首映

礼。 说起电影拍摄的初衷，导演自曝生活

中有过“友情以上”的经历，“我觉得‘友情

以上’的关系不能只放在心里了，我想要

把它拍出来。 ”当追问他是否跟电影情节

一样有励志发展，导演笑说当年喜欢的女

生已经当了妈妈有了家庭，过得很幸福，

他感到开心。 有影迷就问平采娜，跟《初

恋这件小事》暗恋学长的小水相比，这部

戏中有个暗恋她十年的好友潘，感觉是不

是很不同？平采娜感叹：“我觉得（

电影中

）

他们的关系让我难受， 我希望所有处在

‘友情以上’ 范围朋友们能够从这段关系

中解脱出来。 ”

谈及印象最深刻一场戏时，平采娜表

示：“有一场戏我需要吊在广告牌上，那场

戏我们让车绕了 50 多圈……” 导演补充

道：“因为她不用替身。 我当初选择她（

平

采娜）

来饰演这个角色，试镜时我让她哭

得很惨，但是要让周围人觉得搞笑，她真

的做到了。我觉得她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

女演员。 ”

事实上，这次到北京宣传，平采娜所

到之处都被称作“小水”，几乎每个观众都

记得她在《初恋这件小事》里的动人表演。

作为泰国“初恋”女神，主办方在首映礼现

场也“制作”难题，向平采娜展现了 4 位中

国当红的青春片男星的眼睛，问平采娜最

愿意跟哪位男星一起出演青春片。让人意

外的是，“林狗” 林更新击败了好友赵又

廷、彭于晏还有黄晓明，获得平采娜的青

睐，直说看眼睛觉得他非常帅气。采访中，

两位主创也分享了自己的中国情怀，平采

娜说她从以前就很喜欢赵薇和舒淇，导演

则对章子怡赞赏有加。

《诛仙Ⅰ》2.7亿夺冠，《柯南》《小小的愿望》也破亿

中秋档票房暴涨近8亿

电影真好看还是粉丝太努力？

信息时报讯（记者 马泽望 ）

今年中

秋档（9

月

13

日

~15

日

） 三天电影票房

7.93 亿元， 比去年中秋档三天票房涨了

49.3%。其中《诛仙Ⅰ》贡献了近 2.7 亿元，

成为中秋档票房冠军。《名侦探柯南：绀

青之拳》

（下称《柯南》电影

）以 1.59 亿元

排名第二。《小小的愿望》则以 1.18 亿元

排名第三。三部影片以投资和产出来看，

除了《小小的愿望》，应该都算取得了票

房好成绩。 但从豆瓣评分看，《诛仙Ⅰ》

5.4、《柯南》6.2、《小小的愿望》5.1， 都离

好电影的标准有点远。那么，为什么这些

电影，尤其是票房冠军《诛仙Ⅰ》，还能在

中秋档获得好成绩？

今年中秋档票房比去年暴涨， 并不

能完全证明今年电影票房给力。 其中一

个原因是中秋档算不上一个独立的档

期，譬如 2015 年中秋节是周末，实际中

秋档是两天， 但《港

囧

》 领衔的票房有

6.05 亿。 2016 年的中秋档是 3 天，《大话

西游 3》 领衔的票房是 5.14 亿。 2017 年

的中秋节档不存在， 因为当时正好也是

国庆档。 去年的中秋档则是《黄金兄弟》

《悲伤逆流成河》上映，都不是“大片”，票

房也是小体量。 今年中秋档其实也有两

天是周末，但和周五合在一起，也算 3 天

假期。总体来说，中秋档，还是一个很“随

意”的档期，一般也不会有特别重要的影

片选择这一时段上映。所以，《诛仙Ⅰ》这

次 3 天能收获近 2.7 亿元票房， 对于这

部制作费据说只有 5000 万元左右的电

影来说，是很好的成绩。

但《诛仙Ⅰ》的票房，真的主要就是

靠粉丝在撑，当中有原著小说的粉丝，但

更多的是片中一众偶像明星的粉丝。 从

3 天票房走势看来，《诛仙Ⅰ》 单日票房

分别是 1.42 亿元、8000 多万元和 4300

万元，这种每天锐减的票房走势，证明电

影靠并没有“路人缘”，是典型的“粉丝电

影”。 另外，该片上映期间在微博上话题

不断，但不管什么话题，落脚点最终都是

不满这片质量的观众，与“口碑维护”的

粉丝之间的各种论战。

问题来了，为什么《诛仙Ⅰ》能靠粉

丝撑起票房，而前阵子的《上海堡垒》并

没有呢？可能还是“流量新贵”与“资深流

量”之间的区别。《诛仙Ⅰ》的男主角肖

战，接拍该片时还是个“十八线”小明星，

但在刚刚过去的暑期档， 他凭借《陈情

令》爆红，《诛仙Ⅰ》则是他爆红之后立刻

推出的电影。《诛仙Ⅰ》的女演员孟美岐，

这也是她走红之后第一部担任要角的大

范围公映的院线电影。所以粉丝对《诛仙

Ⅰ》的关注度之高，可以想象。

不过， “粉丝电影” 如果没有质量

保证， 终究走不远， 《诛仙Ⅰ》 3 天的

票房走势可以看出， 该片最终票房也不

会很高 （

猫眼电影预测的票房是

3.89

亿元

）。 《诛仙Ⅰ》 能赚钱， 靠的还是

运气好， 在男主角还不红时拍， 在男主

角爆红时上映。 电影要赚钱， 电影人认

真把片子的质量做好还是最关键， 毕竟

运气这种事， 太玄了。

至于另外两部电影，《柯南》 成绩还

不错， 毕竟打破了该系列剧场版在内地

的最高票房纪录。《小小的愿望》则

因口碑拖累票房， 成为中秋

档“炮灰”。

从暗恋人到被人暗恋

“小水”平采娜点评《友情以上》：

这种关系让人难受

《山月》刚

收官，《中国机

长》又将上映

欧豪月底

亮相大银幕

在电视剧《山月不知心底事》中，欧

豪与宋茜携手拯救公司。

影片 《诛仙

Ⅰ

》

在中秋档三天取得

了 近

2.7

亿 元 的 票

房好成绩。

《友情以上》首映礼上，

平采娜试穿中国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