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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影局近日透露：今年第
一季度，我国电影票房达202.18亿
元，超越北美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
市场，这也是多年来，全球电影市
场冠军第一次由北美以外的地区
摘得。

据了解，2018 年 1 月至 3 月，
全国电影票房202.18亿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 39.8%；北美同期票房
28.53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81.74
亿元，与往年同期基本持平。自产
业化启动以来，中国电影产业规模
持续扩大，与北美电影市场的差距
逐渐缩小。2003 年电影产业化启
动之初，全国全年票房总和仅为10
亿元。经过 15 年发展，全国市场
一个季度的票房已经是当时全年
票房的20倍有余。

一季度我国国产电影票房达

150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93%，
国 产 电 影 票 房 占 全 国 总 票 房 的
74.2%。今年春节长假期间，全国
电影票房创历史同期新高，除夕至
正月初六，全国总票房达 57.2 亿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66.9%。由中
国电影资料馆进行的我国电影观
众满意度调查数据显示，2018 年
春节档期满意度得分为 83.4 分，为
历史调查的春节档中的最高分。
春节长假电影市场票房和口碑双
双刷新纪录，为今年我国电影带来
良好开局。

此外，纪录片《厉害了，我的
国》也是一季度电影市场的亮点，3
月 2 日上映当天，便刷新了中国纪
录电影上映首日票房纪录，影片上
座率 38.8%。这部反映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发展和成就的纪录片，

受到了全国观众的喜爱。截至目
前，该片票房已接近 4.8 亿元，创造
了我国电影市场上纪录电影票房
的纪录。

从观影人次上看，一季度全国
观影人次达 5.6 亿，较去年同期增
长 36.5%。节假日看电影已经成
为我国民众主要的文化消费方式，
以电影内容为核心的产业链也在
加速发展和完善。

近年来加速推进的电影院建设
也为我国电影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
提供了基本支持。2017年中期，我
国银幕总数就已经超越北美，成为
世界上拥有银幕数最多的电影市
场。这些快速增长的电影院，为培
养观众的观影兴趣、便利观众的观
影条件、促进电影的创作生产，都起
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刘阳

一季度电影票房首超北美市场

中国成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

今年以来的荧屏，现实题材
剧从数量上来看占据了绝对优
势，但期待中的爆款却迟迟未
来。最近主创班底强大的《爱情
的边疆》，关注度也不尽如人意。
随着聚焦留学生题材的《归去来》
开播，唐嫣、罗晋外加王志文、王
姬的护航，不知能否令此类剧集
回暖。

上半年现实题材剧
集体低迷

虽然在数量上处于强势地
位，但今年播出的现实题材剧口
碑却在持续走低，《老男孩》《南方
有乔木》《好久不见》等剧的反馈
都不如预期。相比去年上半年，

《人民的名义》《欢乐颂 2》等大剧
火爆荧屏，今年却尚未出现收视
破2的剧集，实在有些尴尬。

一片低迷中，刚刚收官的《阳
光下的法庭》的口碑算比较理想，
但离“爆款”仍有一定距离。8 日
在浙江卫视开播的《爱情的边疆》
主创班底强劲，编剧高满堂曾出
产过《闯关东》《老农民》《温州一
家人》等代表作，作品水准有保
证；因为《鸡毛飞上天》中的表演
备受好评，女主演殷桃被认为是
同龄人中少有的能驾驭现实题材
的女演员；而导演毛卫宁和男主
角王雷合作的《平凡的世界》，在
当年也是口碑之作，这样的组合
让人心生期待。但高期待并未带
来高关注度，这部讲述跨国爱恋
的纯爱剧，收视成绩也仅在 0.5%
左右徘徊。从播出情况看，演员
的表演和剧集的质感都比较吸引
人，只不过用54集的长度去展现

一段纯爱故事，是否真的讨喜，还
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人气演员+实力派”
不是“救市灵药”

另一部备受期待的现实题材
剧《归去来》，同样拥有令人羡慕
的阵容。导演刘江曾执导的《媳
妇的美好时代》《黎明之前》等已
成为经典；编剧高璇、任宝茹，这
两位黄金搭档曾推出过《别了温
哥华》《我的青春谁做主》《婚姻保
卫战》等热门剧集；主演唐嫣和罗
晋这对情侣的高人气不用多说，
更配搭了王志文、王姬、史可等老
戏骨。加上关注点是新时代留学
生群体，也有成为话题剧的优
势。该剧于14日在北京、东方卫
视开播，能否扭转今年以来现实
题材剧的“运势”，两位年轻的主
演又能否在老戏骨的强压下刷出

存在感，还得看看再说。
有意思的是，这种“人气主

演+实力配角”的组合，成了今年
现实题材剧的标配。《好久不见》
请来张国立、江珊为郑恺、杨子珊
配戏，《南方有乔木》里的秦海璐
比男女主演陈伟霆、白百何更抢
眼。但这种兼顾实力与流量的搭
配，并没有挽救剧情的俗套感。

《好久不见》本想展示 2003 年以
后房地产和互联网行业的变化，
但最终还是陷入“玛丽苏”的老梗
中。《南方有乔木》聚焦“无人机”
题材新颖，可延续的仍是“霸道总
裁”的路数。

在市场大量需求现实题材剧
的情况下，也不排除这些剧集试图
用实力派“救场”的方式，来弥补剧
情、表演上的短板，但最终都会被
识货的观众抛弃。脱离生活，就很
难引发观众共鸣。希望《归去来》
不要落入这一巢臼。 耿愿

数量井喷 爆款难觅

现实题材剧口碑持续走低

第 29 届“金曲奖”公布提名，
双人电子组合原子邦妮凭借专辑

《谢谢你曾经让我悲伤》入围最佳
演唱组合奖。

相比那类让人兴奋起舞的音
乐，有人说他们的歌是适合在失眠
或心事重重的夜里听的，《被你遗
忘的森林》《孤单会消失离开不见》

《蒸发的世界剩下我》⋯⋯单从歌
名听起来就有种“治愈系”的氛围，
组 合 的 两 位 成 员 查 查 和 Nu（羽
承），同时也是专辑歌曲的词曲创

作者，近日在接受采访时，他们却
表示：“其实我们不知道原来自己
做的音乐有这样的功能。”

每一张专辑都想
有“曲风的改变”

原 子 邦 妮 组 合 出 道 于 2012
年，实际上成员的资历还更久一
些，查查曾是女子音乐组合“樱桃
帮”的主唱，羽承是 Zayin 展翼乐
团的吉他手。都是乐团出身，都接
受过不同种类音乐的启发，可以说
是他们在后来的音乐中发掘不同
配器和音色搭配的基础。实际上，
从第一张 EP 所尝试的 Dubstep，

《中国好歌曲》中《美人泪》的改编
获 得 刘 欢 肯 定 ，到 近 两 张 专 辑
EDM 曲风的确立，连续两年入围
金曲奖，他们也可以说是不断在变
化中找到了“对的感觉”。

“曲风的改变在每一张专辑都
必然会发生的，如果每张专辑都是
同样的配置，类似的构思，可能对
我们来说也会很无趣。”原子邦妮
表示，“概念上，上张专辑《孤单会
消失离开不见》是去‘看见’自身的
孤单与发生的故事，并从中得到理
解与释怀。《谢谢你曾经让我悲伤》
是因为走过了，回头看时更能积极
地往前进。风格上，这两张比较像
是姊妹作，都有强烈的流行电音元
素，但后者有了更多当代 EDM 的
曲风，例如《蒸发的世界剩下我》。”

“每个人自身疗伤的
方式截然不同”

很多人是从《被你遗忘的森
林》开始被原子邦妮“圈粉”的，他
们被贴上“治愈系”标签，大概也是
从那时开始。但两人表示：“其实

我们不知道原来自己做的音乐有
这样的功能，是有乐迷在现场演出
后或是私信来跟我们说，我们的音
乐和文字给了他们往前的力量，甚
至有原本想要结束生命但因为听
了 我 们 的 现 场 后 决 定 要 好 好 活
着。无形中这些乐迷的反馈也给
了我们更多动力，创作不再只是满
足我们的创作欲望，而是有了另一
种存在的使命感。”

就创作而言，两人亦各有侧
重，羽承除了音乐制作外，有近百
支广告配乐和许多电影配乐的经
验，因此创作中更享受于“制造氛
围”；而“启发思考”则是查查在歌
词的文字上习惯用故事呈现，用歌
曲说故事，故事来源通常是自身发
生，或是周遭朋友的经历。

喜欢他们歌的人也同样欣赏
他们的 MV，甚至在其中发现同样
的治愈效果。实际上，他们也将其

视 为 和 音 乐 一 样 重 要 的 创 作 环
节。他们大部分的 MV 是两人独
力完成的，像新专辑中的《也许你
不懂》在新西兰南岛拍摄，两人就
租了一台 1981 年老款吉普帐篷
车，来了场真实的公路旅行⋯⋯谈
到视觉创作的灵感，他们说：“都是
来自我们的歌曲，这首歌配器的感
觉，节奏感和速度，想说的故事是
什么。甚至听到音乐脑中产生什
么颜色或画面，都会启发我们想去
拍什么样的画面和场景。”

MV 中游历世界纪录下的美
景，与歌词里唱的“孤单”“悲伤”

“离别”，共同牵引着听众去回看自
己的内心。问到在现实生活中，类
似感觉会经常伴随吗？原子邦妮
说：“是会的。万物应该都有这些
感觉吧。只是当发生的时候每个
人所做出的反应和自身疗伤的方
式又截然不同，例如也许你不懂
MV 故事的角色，明明他是极度孤
单，却毅然决然地要独自完成原本
说好要一起完成的事，看似坚强，
却又如此柔弱。” 黄文浩

原子邦妮：

以前不知道自己的音乐能“治愈”

第四季《等着我》开播，北京的提前看片会上，接任倪
萍担任访问人的资深媒体人张春蔚直言非常紧张，“要让
普通人说出他的不普通，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要让
普通人的不普通感染别人，这是更难的一件事情。”

看片会现场，《等着我》节目制片人、总导演杨新刚介
绍说，今年节目主打的核心理念叫“中国人情感春秋”。
第一，在对被寻人故事的开发上面做了很多工作，以看片
会上播出的“鸡蛋爱情”为例，不同于此前只有一个求助
人来讲述故事，求助者身边还有他的爱人、朋友；第二，在
人物个性呈现上，可通过 16 个机位所捕捉的每一个眼
神、每一滴眼泪，感受到人物的特点；第三，在音乐方面，
邀请到音乐家罗威给创造一系列主题乐；第四，加入国的
层面，比如改革开放30位代表人物之一的残疾人来到节
目现场。前三季节目的访问人为央视资深主持人倪萍，
第四季她因身体原因退出录制，著名评论员张春蔚接
替。《等着我》第四季昨日起已在央视播出。 陈慧

《等着我》第四季回归
倪萍卸下主持棒

日前，著名作家叶兆言最新长篇小说《刻骨铭心》由
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九久读书人正式出版上市。

《刻骨铭心》是一部群像小说，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的南京为背景，展现了在军阀混战、日军侵华的历史时
刻，各路人物在这里经历的刻骨铭心的人生。

小说初稿于2017年首发于《钟山》杂志，后叶兆言又
对书稿进行润饰修改，增加了《在南京的阿瑟丹尼尔》等
章节段落约 1 万字，表现了日军侵华时南京城的惨烈氛
围，具有浓重的家国情怀。

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文学评论家贺绍俊等
认为，《刻骨铭心》是中国原创文学的重要收获，也是新历
史小说的又一代表性作品。这部小说虽具有较强的历史
色彩，然而其意却不在写历史，而是写“人”，写人的生活、
情感、命运，痛与爱，失意或欢欣，描画出大时代背景下的
悲喜人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叶兆言与余华、苏童等一起登上文
坛，他们以独特的小说叙述方式开创了文坛新局面，被评
论界冠以“先锋派”称号。其后 30 年，叶兆言笔耕不辍，
创作小说、随笔等作品数百万字。 史竞男

评论家称“新历史小说重要收获”

叶兆言推出长篇
《刻骨铭心》

《碟中谍 6：全面瓦解》（下称《碟中谍 6》）发布全新
“特工集结”版海报，本系列的灵魂人物汤姆·克鲁斯（阿
汤哥）携 IMF 特工组织原班人马整齐亮相，重磅加盟的

“超人”亨利·卡维尔也惊艳登场。本片将于 7 月 27 日北
美公映，内地也有望引进。

《碟中谍 6》自开拍起就备受瞩目，汤姆·克鲁斯再一
次挑战极限、搏命出演成为关注的焦点。就拿海报中的
直升机高空对垒来说，为了动作场面的真实，阿汤哥亲身
上阵开直升机，完成 360 度俯冲旋转高难度特技演出。
为此，他必须要在短时间内成为拥有2000小时飞行经验
的驾驶员，实地拍摄时还要克服13架直升机同时飞行所
带来的几英尺狭小距离障碍，阿汤哥以专业的技术和拼
命的精神完成了这项“不可能的任务”。

此外，阿汤哥还完成了从时速 220 英里的飞机上
25000 英尺高空跳伞的壮举，并且竟然一共跳伞 106
次。相信影片的最终效果一定会让大家血脉偾张。

马泽望

《碟中谍6》新海报

阿汤哥集结特工全员

合家欢喜剧《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下称《新乌龙
院》）宣布定档 7 月 13 日。除了吴孟达、郝劭文、宋小宝
和两位“新笑林小子”，王宁、孔连顺、王智、梁超等第二波
主演阵容也首次曝光。

《新乌龙院》讲述了又到一年乌龙院招生季，一心想
要当坏人的阿威和程明星心怀不轨地进入到乌龙院中学
武术。虽然两人成功骗取了长眉师父的信任，但行为怪
诞的他们招来了乌龙院众弟子的怀疑，一系列斗智斗勇
的荒唐囧事即将发生。

1994 年，由朱延平执导，吴孟达、郝劭文、释小龙主
演的《乌龙院》系列电影走红，无论是筷子夹苍蝇、肚皮
舞、“臭屁文”另类钓螃蟹的搞笑桥段还是经典的光头墨
镜造型，都成为一代人的童年记忆。

此次时隔24年，同样改编自“漫画大师”敖幼祥经典
漫画 IP 的《新乌龙院》重磅归来，影片耗时三年筹备，汇
集了原班人马重聚，力求最大程度还原 80 后、90 后的儿
时经典。片方表示，《新乌龙院》承接了老版的故事脉络
与经典桥段，在无厘头喜剧的基础上融入了更接地气、更
丰富的搞笑包袱。虽然有些遗憾的是释小龙此次没有回
归乌龙院，但郝劭文和吴孟达时隔20多年的银幕重聚也
是赚足了一波眼泪，情怀满分。 马泽望

《新乌龙院》定档7月13日

原班人马回归
独缺释小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