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美口碑“扑街”，欧洲市场表现平平，中国两周票房却达13.6亿元

电影《魔兽》缘何令中国粉丝疯狂？
据新华社北京新媒体电（记者屈婷 苑苏文）Wower，中国魔兽玩家的昵称，灵感来自一

款流行全球的游戏《魔兽世界》的英文缩写“WOW”。27岁的何帅正是其中一员。半个月
前，他就预定了这一爆款游戏改编成的电影《魔兽》6月8日凌晨首映场的票。

首映当日恰逢工作日和高考，但数量庞大的Wower还是缔造了一系列电影票房纪录，上映
仅2天，中国票房就劲收6亿元，截至6月20日，在中国两周的票房就达到13.6亿元。“这已经不
单是一场电影，而是一场酝酿已久的线下狂欢。”一位资深业界人士总结道。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部电影在北美却口碑“扑街”，欧洲市场也表现平平。为何
中国电影票房表现如此抢眼？“魔兽”何以让中国粉丝如此疯狂？

“网红”的变现能力

“这么晚出门的动力……只有魔
兽了。”何帅在朋友圈写道。8日凌
晨，当他来到三里屯一家影院，发现
人群里到处都是拿着游戏道具、穿着
角色扮演服饰的粉丝，“每个人都像
过节一样，”何帅凭着背包上的“部
落”标志，迅速找到了自己的“组织”。

在游戏里，两大对立阵营部落和
联盟的“战争”一直持续至今，粉丝也
泾渭分明地表明了自己的“阵营”。
院线也深谙其道，大厅悬挂着蓝色的
联盟旗帜和深红色的部落旗帜，观影
厅被命名为奥格瑞玛、霜之刃等游戏
地名，连储物柜、座椅也分为红蓝两
色，好让粉丝更有“代入感”。

5月28日，魔兽官方主题全球
巡展的第三站在北京三里屯举办
——年轻人和二次元潮流文化聚集
之地。同时亮相的，还有魔兽手办、
魔兽主题服装等周边产品。“魔兽”
官方授权、合作的品牌更是从保险
理财、手机到饮料等，难以尽数。

凭借网络游戏获取知名度的电
影《魔兽》，堪称最近半个月来中国内
地的“超级网红”。在新浪微博，其相
关话题的点击量已经达到了10多亿
次，发帖数亿条，而相关搜索也在百
度实时热点排行榜上维持高位。

“中国粉丝的变现能力极强。”
光大证券传媒互联网产业分析师董
灿指出，这些粉丝的行为特点主要
体现为：主动关注、跟随，形成高流
量和用户粘
性，很容易自
发结成团
体，并且有

强烈的表达欲望。“圈子的存在为线
下变现提供了基础。”

然而，中国的粉丝经济还在摸索
的初期阶段。“目前，我们只是在产业
链下游，比如宣传、粉丝运营等方面，
提升速度很快。但在产业链上游还
是短板。比如美国、韩国，娱乐公司
能够源源不断地产出IP和明星。而
这需要整个文化、娱乐产业的提升。”
传媒产业分析人士蒋巍说道。

从个体记忆到群体共鸣

何帅从2009年开始玩魔兽，尽
管 他 声 称 已 经“AFK（Away
from keyboard）”很久了，依然对
于《魔兽世界》的历次改版如数家
珍。“就像一个真挚的老朋友，你不
联系他，不代表你就忘记了他。”

2005年《魔兽世界》进入中国
时，微妙地踏在了互联网普及的节点
上。这使得它占尽天时，迅速“统治”
了彼时中国年轻人的游戏世界。在

鼎盛时期的2010年，其全球付费用
户超过1200万，其中中国玩家就占
据了“半壁江山”。

某专业电影统计平台的数据
“画像”显示，在8日凌晨走入零点
场的 125 万人次中，平均年龄为
28.7岁，26岁到35岁的观众比例达
61.7％。

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数据精准
地指向了最早接触到魔兽的那一批
忠实粉丝，他们正是当下消费市场
最有购买力的群体。

《魔兽》就像一个阀门，让数亿
粉丝积攒许久的情感记忆“井喷”。
何帅自认是“理智粉”，但是，当人类
战士和兽人对决的经典场面出现，
暴雪公司的logo出现在大银幕上
时，全场沸腾了。何帅感觉“一下子
头皮发麻，眼泪都要出来了”。

对于大多数Wower来说，魔兽
早已不只是一款游戏，而是自己青春
的回忆。更有不少人通过它结缘，让
本来没有交集的两个人恋爱、结婚、

生子，或者成为一生的挚
友。比如，30岁的朱荐

曾经的上级就是游戏里的公会会长。
“那是2007年上半年，我买了

一个有‘刷分’黑历史的小号，引来
不少人的误解。老大挺身而出，用
人品替我担保，还邀请我加入他的
公会。”朱荐回忆说。而在现实中，
会长也为他的就业选择提供了机
会。大学毕业时，朱荐看到会长所
在的公司招人，就应聘进入了这家
公司工作。

造就“超级IP”的关键

董灿指出，一款10多年里一直
流行的网络游戏，里面老玩家之间
的感情，已经“不单是情怀，也是人
情了”。“我问过一些魔兽玩家朋友，
他们很愿意买20张票或者刷几遍
电影，他们说这就是青春的回忆，是
一群人的青春。由共鸣而深化，恰
恰是IP商业营销的最佳切入点。”

“魔兽里也
有骗子和坏
人，但这个
游戏最好的

一点就是公平。”已经“AFK”5年的
朱荐说，这款游戏教会了他奋斗。

“你可以投机取巧一阵子，但是它有
一套完整、公平的竞技规则，‘人民
币玩家’生存不下去，你必须用实力
和人品赢得尊敬。”

游戏创业公司“热诚之光”创始
人唐龙对此表示认同。“作为史上最
成功的大型多人在线游戏，《魔兽世
界》的秘诀在于抛弃了打怪、升级、
爆装备的老路，创造了一个剧情宏
大、文化底蕴深厚、讲求责任和荣誉
感的世界。“这使得玩家的忠诚度、
认同感是其他游戏难以比拟的。”

身为游戏制作人，唐龙认为，电
影《魔兽》的成功，体现的是高品质
的游戏文化IP的号召力。“反观国
内很多游戏，商业上比魔兽成功得
多，却没有给玩家带来任何深刻的
记忆和认同感，“这是整个行业值得
反思的。”

披着情怀的外衣，《魔兽》这个
“超级IP”的背后，一条完整的娱乐
产业链清晰可见。早在数月前，互
联网上关于魔兽的定制文化衫、衍
生产品就销量大增；北京一家专业
Cosplay团队的成员花芽透露，最
近，关于魔兽Cosplay的商演邀约
都“接不完”。

如果说早期中国文化市场只
知营销，尚不知粉丝经济为何物，
那么现在，一个泛娱乐化的粉丝经
济产业版图已经浮现。“这是好莱

坞、迪士尼用真金白银带来
的经验。”唐龙说。

电影《魔兽》中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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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演员韩善续病逝
享年79岁

本报讯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资深演员、著名
影视表演艺术家韩善续，于6月19日上午11时
45分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

韩善续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40年，
是国家一级演员。从1958年进入北京人艺，
到2008年已从艺50年，在60多部话剧、50多
部电影和很多部电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艺术
形象。他曾出演《西游记》中的老丈，还为黑熊
精、金角大王、虎力大仙配过音。主要话剧作
品有《鸟人》、《天下第一楼》、《小井胡同》、《好
人润五》、《雷雨》等。 （钟新）

《海洋之歌》定档8月
本报讯 6月20日，动画电影《海洋之歌》

片方宣布，该片将于8月12日全国公映。
据介绍，这部制作精良、唯美暖心的动画电

影此前已在国内外电影节获奖无数，豆瓣网、时
光网上的评分高达8.9分，在权威的海外影评
网站烂番茄网上，影评人给到了99%的新鲜
度，影迷给出了91%的新鲜度。

据悉，《海洋之歌》取材于欧洲神话，讲述了
一个冒险传奇故事。6岁男孩班和他的小妹妹
西尔莎无法适应城市生活，两人决定回到海边
的家乡。途中，他们不仅遇到各式精灵，还要躲
避、迎战追捕他们的女巫，兄妹俩穿越了古老而
神奇的遗失世界，经历了各种冒险后，最终揭开
了妹妹海豹精灵的身份。 （欣欣）

《跨界歌王》搜索量高
本报讯 北京卫视大型明星跨界音乐节目

《跨界歌王》第4期节目已于上周六播出，随着
网友的不断搜索，百度指数于周六同期综艺节
目中排名达到第一。

同时，该期节目也在话题榜上收获了微博电
视指数周六档综艺节目排名第二的佳绩，阅读次
数达到1.9亿。此外，各位跨界歌手的歌曲也热
爆网络，音乐流行指数显示，刘涛的《领悟》、《白
天不懂夜的黑》独霸第二、第三名；音乐影视金曲
榜显示：《领悟》（刘涛）、《笑忘书》（王凯）分获第
一、第三名；而李光洁、陈松伶、潘粤明、巴图等演
绎的歌曲也纷纷登上了排行榜。 （欣欣）

《美少女》收视口碑好

本报讯 6月18日，东方卫视联合北京文
化共同打造的大型原创少女组合励志成长节目
《加油！美少女》（简称《美少女》）第2期节目播
出，收获了收视率与口碑双丰收。

该期节目中，美少女学员勇敢追梦的坚定
态度，加上黄晓明、胡海泉、陈羽凡、BIGBANG
胜利4位导师的走心鼓励，给观众留下了深刻
印象。当期节目全国35城、52城收视率双双
破1%，收视市场份额高达4.33%（全国35城）、
4.35%（全国52城）。

节目以“励志”为核心的定位更获得叫好，6
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文章《原石打磨成钻 综艺
新生的力量》，为《美少女》点赞。 （欣欣）

本报讯 （记者卫小林）周星驰贺岁电影
《美人鱼》一直放映到6月8日才正式收官，记
者日前从海南院线业内获悉，该片在内地总共
放映122天，内地总票房收获33.9亿元，稳坐中
国电影票房榜冠军宝座。

据介绍，《美人鱼》从2月8日农历正月初
一开始在内地上映，借助春节档的票房旋风，
该片在整个春节档7天里，前6天每天都收获
2.4亿元以上，第7天因为碰到情人节，当天票
房还高达3.15亿元。这样，仅春节档7天里，
该片在内地就收获了18.2亿元。此后又连续
7天每天收获票房1亿多元，放映14天，该片
内地票房达27.4亿元，已以最快速度打破了
《捉妖记》创下的中国影史票房纪录，登上了中
国票房冠军宝座。

3月3日，《美人鱼》片方决定延长上映时间
3个月，即到6月8日放映期满下画。而此时，
该片内地票房已经达到32.13亿元。因此，在
该片长达4个月的公映期内，大部分票房都在
2月和3月产生，4月1日至6月8日两个多月
全国票房才240多万元，收获并不大。

《美人鱼》总票房定格
内地票房为33.9亿元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卫
小林）6月的好莱坞大片真是一部接
着一部，记者今天从海南院线业内获
悉，继《魔兽》票房大热和《海底总动员
2：多莉去哪儿》上周助威之后，本周
五又有新大片上映，它就是好莱坞动
作片《惊天魔盗团2》。

据介绍，《惊天魔盗团2》由好莱
坞著名制片公司狮门影业和湖南电广
传媒影业联手打造，美籍华裔导演朱
浩伟执导，主演阵容包括杰西·艾森伯
格、伍迪·哈里森、戴夫·弗兰科、丽兹·
卡潘、“绿巨人”扮演者马克·鲁法洛、
摩根·弗里曼、周杰伦和“哈利·波特”
扮演者丹尼尔·雷德克利夫，是一部高
智商犯罪动作片。

在片方日前发布的终极预告片

里，进一步揭示了神秘莫测的角色
关系和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同时
也为影片留下了最大的悬念——到
底谁才是幕后大老板？4位骑士究
竟进入了怎样的圈套？如此之多的
迷局，也让影迷们更加期待该片上
映以揭晓答案。

海南院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惊
天魔盗团2》中有两个新角色，一个是
曾经的“哈利·波特”扮演者丹尼尔·雷
德克利夫饰演的大反派沃尔特，他对
4骑士有着喜怒无常的态度；另一个
就是周杰伦饰演的魔术道具店老板，
他却与4骑士一同举杯。这两个人身
上都藏着秘密，角色貌似简单，但却都
与4骑士的命运相关，这样的角色安
排，更吸引着中国影迷的眼睛。

“绿巨人”“哈利·波特”和周杰伦联手

《惊天魔盗团2》本周五上映

本报营根6月21日电（记者刘
贡 李梦瑶 通讯员毛景慧）在京参
加感动中国2016群众文化艺术周暨

“群文杯”第四届舞蹈比赛中，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歌展演团表演的
舞蹈节目《木屐哒哒》，以精彩的表
演脱颖而出，荣获“金靴奖”及最佳

台风奖。
据介绍，《木屐哒哒》2015年初由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文化馆创作，歌曲
根据古老的黎族椰壳舞基本韵律改编
而成，曲风曲调采用了黎族本土乐器和
爵士音乐元素，表现了黎族青年男女用
木屐敲打声音来传递爱情、庆祝丰收的

喜悦心情。该节目曾在第二届海南省
艺术节展演中荣获广场舞类二等奖。

据了解，感动中国2016群众文
化艺术周暨“群文杯”第四届舞蹈、合
唱（独唱）、器乐展演活动总决赛，是
集权威性、创新性、持续性于一体的
大型活动。在此次大赛的全国海选

阶段，《木屐哒哒》节目经大赛组委会
评委、专家层层选拔，最终以优异成
绩取得了进军全国总决赛的参赛资
格。此次舞蹈大赛共有20支参赛队
伍进入全国总决赛，共评出中国舞
蹈“金靴奖”4名、“银靴奖”6名、“铜
靴奖”10名。其中，获“金靴奖”的另

外3个节目分别是江苏省南通市的
《茉莉花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
河子市的《母亲》以及河北省秦皇岛
市的《朝鲜族长鼓舞》。

据悉，获金奖的团队及个人将被
推荐参加央视《星光大道》《群英汇》
《越战越勇》等栏目。

参加感动中国2016群众文化艺术周暨“群文杯”第四届舞蹈比赛

琼中舞蹈《木屐哒哒》荣获“金靴奖”

“遇见伦敦”音乐会
在海南大学举行

本报讯 （记者宋国强）6 月 19
日晚，海南土生土长的旅英青年钢
琴家何忱芳和她的三位弦乐伙伴在
海南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厅举行了一
场名为“遇见伦敦”的钢琴弦乐重奏
音乐会。

钢琴弦乐重奏是由钢琴、小提
琴、中提琴和大提琴演奏的室内乐。
音乐会曲目以“四季”为题材，由4个
小型西方音乐沙龙的室内乐形式呈
现。音乐会开场前，钢琴与中提琴以
一首浪漫的二重奏英伦风作品《初
见》邂逅海口听众。接着，钢琴三重
奏《春》被改编为四重奏为“遇见伦
敦”开场。

音乐会上，钢琴演奏何忱芳、小提
琴演奏李思蕾、中提琴演奏胡钟和大
提琴演奏郭配垚四人为观众演奏了中
外名曲，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周杰伦（右一）在《惊天魔盗团2》中

娱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