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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寄希望于投资两亿元的

《一九四二》在贺岁档力撼进口片之

时，却发现最终带领国产电影突围的

竟是 3000万元制作成本的《泰囧》。
有了 2011年《失恋 33天》的成功

铺垫，中国影市的“黑马逆袭”桥段早

已剧透，唯留悬念：谁会是那匹绝无

仅有的“黑马”？ 大片没有大票房，小

成本电影反倒逆袭当“大哥”，2013年
的中国影市上，哪一部小成本电影将

一飞冲天？

谁将是下一个《泰囧》？这既是观

众期待的悬念，也是中国影市未了的

谜题。

黑马效应营造商业狂欢

首映日就收回成本、总票房突破

11亿元、创下国产片累计票房和观影
人数最高纪录———《泰囧》被称为是

“国产小成本电影的完美逆袭”。

《泰囧》使以出品烂片闻名的光

线传媒成为 2012年度中国最赚钱的
电影公司。作为《泰囧》的制作方和发

行方，光线传媒的投资占比 90%，另
外 10%分红权归属导演徐峥的团队。
以该片票房 10亿元计算，按 43%的
分账比例，作为投资方的光线传媒能

拿回 4.3亿元，远超其 2011年的 1.76
亿元净利润。一部小成本电影挽回了

“烂片”公司的颜面，光线传媒的发行

营销也随之被称道，而在此之前，这

些“优点”往往会因为投资影片的口

碑或票房不佳而被忽略。

黑马电影也造就了黑马股。自

《泰囧》上映以来，光线传媒股票上涨

超过 40%，成为 2012年年末飙升最
快的黑马股之一。

《泰囧》效应远不止于此，其热度

已经超越影市。据泰国旅行社协会预

测，《泰囧》的热映将进一步提升 10%
的中国游客数量。临近春节，赴泰旅

游正成为国人追捧的旅游目的地。

眼下，“泰囧”效应正持续发酵。

截至 1月 5日，《泰囧》的全国排片仍
稳居同档期第一。在创下了内地观影

人次和票房最高纪录之后，《泰囧》的

下一个目标是冲击《阿凡达》13.912
亿元的中国影市最高票房纪录———

这在至少半个月前还近似幻想。

《泰囧》不是黑马？

3 天过亿元、5 天过 3 亿元、21

天突破 10亿元———这是《泰囧》创下

的票房数字。被形容为分分秒秒都在

刷新纪录的《泰囧》成为 2012 年中国
电影市场最意外的黑马。

然而就在各种欢呼声中，光线传

媒董事长王长田看上去很冷静地表

示“《泰囧》不是黑马”，他认为影片的

成功“运气最多占 40%，实力占的是
大多数”。

记者在对相关专业人士的采访

中发现，大多数观点是《泰囧》的成功

并非偶然，因为从影片本身来说，《泰

囧》并不具有和成功票房同样“不可

思议”的元素，意料之外的卖座有着

并不出奇的缘由。

作为一部标准的喜剧类型片，《泰

囧》的笑点设置和桥段架构毫无出新

之处，因为这样的剧本在好莱坞的喜

剧类型片里再普通不过。然而，在竞争

激烈的贺岁档期，却唯有《泰囧》一片

爆红，进而引发全民观影狂潮。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宋家玲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泰囧》选对了档

期，在最需要欢乐的贺岁档期“投其

所好”。“我们实在是稀缺这类好看又

好玩的影片。特别在贺岁档，劳累一

年的民众真的是需要快乐一把。”宋

家玲说。

新丽传媒副总裁张文伯认为《泰

囧》给予中国电影产业的启示在于

“一定要尊重观众、尊重类型、尊重营

销”。

除了定位准确、内容取胜之外，《泰

囧》“必须”成功的另一个元素是商业

营销。到位的营销手法和紧抓消费

者———观众的本质需求，是《泰囧》卖

座的关键。

有消息称，《泰囧》营销花了近

3000万元，这相当于投入了跟制作成
本至少相等的营销费用。援引王长田

的说法，《泰囧》是光线传媒“有史以

来主动发起的最广泛的营销”。

“神片”难救电影市场

相对于《泰囧》所受到的欢呼，唱

衰之声也一直不断。其中最普遍的观

点是：《泰囧》是一部“神片”，如同流

行的“神曲”，“唱的人多，看的人多，

不代表就是好的”。据此观点，正是单

纯跟风去影院一堵神片风采的观众

造就了《泰囧》的惊人票房。

业界人士出于市场需要，一边对

观众跟风去影院表示鼓励，一边也在

担忧因此或将引发电影创作的“跟

风”，而题材扎堆儿、盲目跟风创作恰

恰是中国电影市场的“常见病”。国家

发改委研究员易鹏认为《泰囧》成功

“如同买彩票中奖”。“未来会有很多

想走泰囧路线的电影会自杀”。有网

民认为《泰囧》之后，还将出现《菲囧》

《越囧》等跟风之作，虽是戏说，却正

中“病灶”。

“《泰囧》不能单纯视作一部电影

的奇迹，它是转型期中国电影的一种

现象，此类电影不能成为主流。电影

市场最忌讳的是跟风创作，盲目扎堆

儿，从市场收益和艺术创作来说都得

不偿失。”宋家玲说。

最新数据表明，2012年国产片票
房占到票房总收入的 47.6%，进口片
所占比率则是 52.4%，但在全年票房
排行榜前十名的电影中，华语电影只

有三席。除少数影片盈利和保本之

外，其余国产片全部亏本，亏损比例

达到 82.5%。
纵然有《泰囧》的胜利号角，中国

电影产业却仍在演奏悲曲冷调。对比

已成为国家支柱型产业的美国电影，

电影文化还远未融入中国观众的生

活中。

随着影片下线，《泰囧》奇迹即将

终结。可以预料的是，下一个票房奇

迹又将再次搅动中国影市，然而国人

真正期待的不是揭晓哪部黑马电影

“中奖”，而是何时真正提升中国电影

产业实力。

“中国电影产业不能寄希望于每

年一部黑马电影，从《泰囧》可以洞悉

整个电影产业、社会心理大环境所存

在的问题，进而探索中国电影真正该

走怎样的路———这正是中国电影市

场悬而未决的难题。”宋家玲说。

纪念日

员怨怨远年 员月 员圆 日，中国首家主
要由民营企业家投资的全国性股份制

商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开业。中

国民生银行是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

银行，同时又是严格按照《公司法》和

《商业银行法》建立的规范的股份制金

融企业。由全国工商联牵头组建，其中

缘怨 家股东主要是中华全国工商联的
会员企业，募集股本金达 员猿.愿亿元人
民币，其中 愿园豫以上来源于民营企业。

中国民生银行的建立是为了适应中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发

展，是多种经济成分在中国金融业的涉

足和实现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使中国

民生银行有别于国有银行和其他商业银

行，而为国内外经济界、金融界所关注。

2000年 12月 19日，中国民生银
行 A 股股票 (600016)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挂牌上市，由此跨入了中国的资本

市场，壮大了实力，改善了资本结构，

获得了各项业务发展的新契机。实现

了股票成功上市的中国民生银行，又

站在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进入了

一个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

中国民生银行作为中国首家主要

由非公有制企业入股的全国性股份制

商业银行，成为中国民营银行的先行

者，尽管外界评论这只是个特例，但无

论如何，民间资本的属性使之成为中

国金融开放的一个特殊标志。

（1月 8日—1月 14日）

南林

一周史记

1995年 1月 12日

江湖

人事

本报记者 汪静赫

【《电影与经济》之变革篇】

1月 8日：

1994年 1月 8日，中国第一个外汇交易中心———深圳外汇交易中心

成立。

1月 9日：

2007 年 1 月 9 日，备受瞩目的 A 股保险第一股———中国人寿

（601628）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1月 10日：

2000年 1月 10日，美国在线公司和时代华纳公司合并，组建“美国在
线———时代华纳公司”。

1月 11日：

2010年 1月 11日，智利正式签署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协定，
使其成为该组织第 31个成员国，也是南美洲首个加入该组织的国家。
1月 12日：

1972年 1月 12日，可口可乐公司收回 300万听有问题的饮料。
1996年 1月 12日，中国首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家投资的全国性股份

制商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开业。

1月 13日：

1999年 1月 13日，巴西金融形势恶化，政府宣布本国货币雷亚尔贬
值，由此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

1月 14日：

1948年 1月 14日，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创中国电影卖座最高纪
录。

中国首家民营股份制商业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开业

罗金保被控受贿 4700万元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罗金保涉嫌受贿一案

日前在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检方指控称，罗金保利用

职务便利，先后收受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建股份有

限公司所属 10个集团公司以及王浩生、申公元、贾国琪等单
位和个人贿赂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47474990.70元。罗金保
案揭开了铁路系统内部堕落腐化的冰山一角。

深圳惠程董事长儿子欠债 3000万元被拘
刚被深交所通报处罚的深圳惠程再曝风波。有媒体报道

称，公司大股东兼董事长吕晓义的儿子吕星佐欠下深圳某典

当行本息加违约金合计约 3000多万元逾期不还。吕星佐因伪
造公章和提供虚假资产证明被警方刑事拘留，目前处于“取保

候审”阶段。2012年 4月，深交所曾对深圳惠程董事长吕晓义
因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未及时披露以及隐瞒进行相关处罚。

惠普将裁员进行到底

据外媒报道，继自曝收购丑闻，将英国子公司 Autonomy
推向风口浪尖之后，惠普又被曝出将计划对 Autonomy执行裁
员。据了解，上个月，惠普将 Autonomy的价值减记。而在宣布
对 Autonomy资产进行 88亿美元减记之前，惠普公司就已经
展开了裁员。此外，惠普还有一项涉及 2.9万人的裁员方案正
在执行中，这项裁员计划拟于 2014财年底完成。

西班牙 Parador古堡酒店裁员 350人
西班牙著名的 Parador古堡酒店集团近日宣布，已与工

会达成协议，将裁员 350人。由于入住率下降和亏损的加大，
Parador去年 11月宣布将裁员 644人，相当于员工总数的大
约 15%，并关闭至多 7家酒店，但员工对此强烈反对，并以罢
工相威胁。经过谈判，酒店所有者同意将裁员数量减少近一

半，并将只关闭一家酒店。

印度软件巨头 Infosys计划裁员 5000人
据报道，印度软件巨头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Infosys)可

能会在本月底之前裁减 5000多名员工，其员工规模将恢复到
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水平。知情人士说，随着
销售收入减少，印孚瑟斯正承受着巨大的成本压力。印孚瑟斯

是印度第二大软件开发商，员工总数高达 15万人。根据公司
新出台的一项计划，在业绩评比中表现最差的 3%—4%的员
工将会被直接辞退。

张学斌去职创维回归家族模式？

创维数码于 2012年 12月 28日发布公告，宣布张学斌辞
任该公司董事会执行主席及执行董事，该公司执行董事林卫

平（黄宏生夫人）接任董事会主席。该人事更迭将于 2013年 4
月 1日生效。2001年 3月加盟创维集团的张学斌是创维集团
在位时间最长的空降高管，其离开是否意味着创维将重新回

到家族企业管理模式引发外界揣测。

安泰科技副总突发心脏病过世

安泰科技日前公告称，公司副总李俊义突发心脏病不幸离

世。据知情人士透露，李俊义于 2012年 9月份开始分管安泰南
瑞的非晶项目，因疲劳过度突发心脏病。今年安泰科技最大的

投资项目、备受股民关注的南瑞非晶或受到影响。公开资料显

示，李俊义 1953年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LG电子中国新总裁上任
2013 年 1月 1日，LG电子中国区总裁兼董事长慎文范

正式走马上任。慎文范在 LG任职 27年，曾担任过 LG电子家
电公司的 CEO，LG印度分公司总经理，LG生活系统海外业务
总经理。一位电子行业分析人士认为，慎文范的走马上任，是

总部希望其多年的家电以及新兴国家市场的运营能力给 LG
电子中国带来新的希望。

起亚任命希瑞尔为首位外籍总裁

起亚汽车公司日前宣布，提升首席设计师兼执行副总裁

彼得-希瑞尔(Peter Schreyer)为公司总裁，后者由此成为起亚
历史上首位外籍总裁。彼得-希瑞尔是欧洲三大汽车设计师
之一，曾任奥迪和大众的首席设计师，先后设计了新甲壳虫、

奥迪 A6、奥迪 TT系列等多款车型。2006年，希瑞尔从大众跳
槽至起亚任首席设计师。

纵然有《泰囧》的胜利号角，中国电影产业却仍在
演奏悲曲冷调。
国人真正期待的不是揭晓哪部黑马电影“中奖”，

而是何时真正提升中国电影产业实力。

谁是下一个《泰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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