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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满 5 年， 注册资金满伍
拾万， 有相关营业资质及工作经
验。取标时间：2月 23日至 26日，
地址：长乐路 989号 208，540433
88-665，黄先生。

高尚领域气体灭火剂招标公告

房 产 汽 车 黄 金 珠 宝 名 表 名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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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 ：昌里路 157 号 Ｔ：50560760
分部： 南泉路 1330 号 T：50393810
分部：西凌家宅路 35 号 T：331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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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 上海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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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陆乙尔

说起今年春节档， 大家都会说，尽
管前期《唐人街探案 3》预售火爆，上映
前三天也表现出色，但最大的黑马和赢
家一定是《你好，李焕英》。

这两部头部影片，一起收割了这个
档期超八成的票房。 而就在 21 日晚，
《你好，李焕英》累计票房终于正式超越
《唐探 3》，完成彻底的逆袭，成为今年
春节档名副其实的票房冠军。

所谓“逆袭的黑马”，并不是那么好
当的。总结如何当黑马，要结合 2018 以
及 2019 年春节档的情况。 如今《你好，
李焕英》的情况，其实与 2019 年春节档
《流浪地球 》、2018 年春节档 《红海行
动》十分相似，分析这几部影片的逆袭
之旅，也许能带给大家一些启示。

从票房走势来看，三部影片都是在
刚上映时单日票房落后的情况下，凭借
观众看完后口口相传的真实好口碑，最
终在影片上映几天后就完成了逆袭，夺
回了日票房榜冠军宝座。

2018 年，《红海行动》在上映第一
天日票房榜上只排在第四位，落后于
《捉妖记 2》《唐人街探案 2》《西游记
女儿国》。但随着口碑发酵，影片最终
在上映第 7天完成了逆袭，升至日票房
榜榜首位置。由于上映初票房差距有些
大，该片在上映第 23天才在累计票房
上超过《唐探2》。最终《红海行动》累
计票房达 34.22 亿元，是 2018 年的年
度票房冠军。

2019年，《流浪地球》在上映第
一天票房榜也只排在第四位，落后
于《疯狂的外星人》《飞驰人生》
《新喜剧之王》，但随着提前点映
以及上映后积累的好口碑迅
速发酵，以及和 2018 年不

同、四部影片票房差
距不是特别大的
情况下，在上映第

三天《流浪地球》就逆袭成功成为日票
房榜冠军，累计票房更是迅速在上映第
四天就超过了所有竞争对手。最后该片
累计票房46.86亿元，是2019年的年度
票房亚军，仅次于《哪吒之魔童降世》。
今年，《你好，李焕英》的情况其实

更好一些，上映第一天的日票房仅次于
预售成绩“逆天”的强大竞争对手《唐
探3》。最终，该片在上映第四天抢下了
日票房榜冠军宝座，并在上映第 10 天
累计票房超过了《唐探 3》。

这样激动人心的票房逆袭曲线背
后，是 “口碑为王” 这个永恒的真
理———这三部都是同档期影片中口碑
最好的一部。

2018 年春节档上映的几部真人电
影里，只有《红海行动》豆瓣评分超过
了 8 分，为 8.3 分，其他《唐人街探案
2》只有 6.6 分，而《捉妖记 2》《西游记
女儿国》这两部甚至不到 6分。

2019 年春节档，《流浪地球》评分
7.8分为最高，其余几部真人电影《疯狂
的外星人》6.4 分、《飞驰人生》6.9分。

今年春节档可以说是整体质量最

高的一年，有 4部 7分以上的电影，其
中只有《你好，李焕英》超过了 8分。

在春节档这样群雄争霸的大档期
里，需要在影片整体水平有保证的同
时，必须有十分突出的优点并带给观众
新鲜感和共鸣，才能最终突出重围领跑
所有对手，获得观众的青睐。比如《红
海行动》带来了国产影片中难得极其
真实刺激的战争动作场面，做到了主旋
律类型片的极致，让观众感受大片视觉
刺激的同时也产生了极强的自豪感。
《流浪地球》则为中国电影打开了

科幻类型片的大门，不仅体现中国电影
工业化水准的极大进步，片中父子情、
战友情等感情元素同样能让观众共情。

再来看《你好，李焕英》，喜剧元素
保证了影片在春节档的市场吸引力，而
作为贾玲献给已故母亲的作品，影片传
达出的极为浓厚的真挚情感，能引起最
大范围内观众的共情，这也是该片的
“必杀技”。

因此，若想要进军春节档，在这个
全年最热门的档期里当一匹“逆袭的
黑马”，片方首先还是要掂量掂量自家
影片的质量再说，不要盲目自信，不然
就只能当炮灰了。

晨报记者 殷 茵

从《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中放弃清华
选择浙大的江辰，到《暗恋橘生淮南》里的理
科状元盛淮南，再到《小风暴》中名牌大学全
A硕士毕业的高山，胡一天在荧屏上留下了
一系列高冷“学霸”的形象。
如今正在热播的《我的时代，你的时代》

中，他又成了电脑天才吴白，身为 K&K战队
的领队，他带领队员们从无名黑马一路奋战，
最终夺得世界冠军，更一路苦追暗恋多年的
艾情（李一彤饰），两人相互扶持、共同成长
的爱情故事，也喂观众狠狠吃了一波“狗
粮”。
近日，胡一天接受了媒体采访，他坦言，

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成了“学霸专业户”，
“毕竟我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是学霸”，但在荧
屏上留下那么多“高冷”角色后，他也一直在
思考，如何能把相似的人物性格塑造出不同
的特质，“怎么把大神演出不一样的感觉，是
这部电视剧给我的一大挑战。”

《我的时代，你的时代》延续青春竞技的
热血逐梦底色，立足于这一高科技素质体育
项目，生动描摹年轻一代致力科技创新、追求
卓越的新面貌。
剧中，吴白对艾情的一见钟情源于十年

前的一场赛事，赛场上风采超然的艾情让他
印象深刻，心生好感。此后数年，吴白一直为成
为像艾情一样的顶尖机器人格斗选手而奋斗，
在完成学业之后便投身专业战队进行训练。

而另一边，艾情却因种种原因离开了专
业赛场数年，但“梦想就像种子，会冬眠，却
不会死去”。在夺冠梦想和为国争光信念的
召唤下，艾情以 SP 战队领队的身份重回机
器人格斗圈，并带领队伍走向夺冠的舞台。
在胡一天看来，吴白身上的执着难能可

贵，剧中的拼搏与热血，也让他感同身受，
“在该拼搏的年纪，就应该拼搏一下”。

而胡一天本人，对于机器人格斗也颇感
兴趣。他透露，自己小时候看过一档名叫《机
器人大擂台》的节目，这也是他接演《我的时
代，你的时代》的重要原因。
“这是我的时代，也是你的时代”，这句

名台词既是剧中吴白对艾情的告白，也是以
吴白和艾情为代表的所有机器人大赛选手的
理想宣言。他们既是赛场上针锋相对的对手，
也是志同道合的灵魂伴侣，他们一路并肩风
雨同舟，书写了旗鼓相当的甜蜜爱情。这样
“势均力敌”的爱情，也让胡一天羡慕。

对于未来的规划，胡一天表示，自己希望
挑战一些更加接地气、更有深度的剧本或者
角色。

“学霸专业户”胡一天：

现实中的我非学霸
更想挑战反差角色上映第 10天累计票房超《唐探 3》

《你好，李焕英》
如何逆袭变“黑马”

制
图/

张
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