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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艾美奖颁奖季临
近。北京时间 7 月 13 日，第 70 届
黄金时段艾美奖公布了提名名单。

去年因为不符合参评条件缺席
艾美奖的《权力的游戏》，今年无悬
念以 22 个提名杀回。中国观众大
爱的《西部世界》《麦瑟尔夫人》《杀
死伊芙》等也纷纷得到提名。《杀死
伊芙》的吴珊卓成为第一个提名艾
美剧情类最佳女主角的亚裔。

另 一 大 新 闻 是 流 媒 体 平 台
Netflix（“奈飞”）此次斩获 112 项
艾美奖提名，打破了HBO此前在艾
美奖提名上的十七连霸。这寓示着
美剧江湖中，传统有线台的地位遭
遇了流媒体的强烈冲击。

本届艾美奖颁奖典礼将于9月
17日颁奖。

《权游》《西部世界》上榜
从本届艾美奖提名名单来看，

女性主题的剧表现依然抢眼。不
管是《使女的故事》《麦瑟尔夫人》
还是《杀死伊芙》都有斩获。吴珊
卓更是凭借在《杀死伊芙》中的精
彩表现，成为第一个提名剧情类最
佳女主角的亚裔女演员。这三部
剧将成为夺冠大热门。

此外，剧情类方面，《权力的游
戏》和《西部世界》先后领跑提名，
可以算是 HBO 的“窝里斗”。不过

“雪诺”和“龙妈”这一对《权游》的
男女主角并没有获得提名，反倒是
瑟曦的扮演者 Lena Headey 提名
剧情类最佳女配、弑君者 Nikolaj
Coster-Waldau 和小恶魔 Peter
Dinklage 提名最佳男配。剧中已
经“ 领 盒 饭 ”的 荆 棘 女 王 Diana
Rigg 提名最佳客串女演员。但提
名归提名，他们拿奖的几率不大。

21提的《西部世界》，正反双方
的 男 主 —— 伯 纳 德 Jeffrey
Wright 和黑衣人 Ed Harris 都入
围了剧情类最佳男主。两位女演
员 ，德 洛 丽 丝 的 扮 演 者 Evan
Rachel Wood 提名剧情类最佳女

主，梅芙的扮演者Thandie Newton
获得剧情类最佳女配提名。

此外，喜剧类《亚特兰大》16提
领跑，一直入围的“常胜将军”《摩
登家庭》未能入围，可见剧集拍到8
季之后，观众审美疲劳了。

在限定剧方面，《美国犯罪故
事：刺杀范思哲》要和本尼迪克特·

康伯巴奇领衔的《梅尔罗斯》竞争。
从故事来看，《美国犯罪故事》更有
可能获得最佳限定剧。本尼迪克
特·康伯巴奇惊人的表演早已为他
预订了一座艾美奖，Darren Criss
在《美国犯罪故事》里演活了一个极
度渴望关注的“戏精”杀手，但要想
敌过“卷福”，他还需要一点运气。

112项提名
Netflix辗压HBO

数据不会说谎，之前，流媒体
已经抢占了受众的关注和时间，而
今年，他们开始攻占各大奖项。

本次艾美奖提名，坐拥《怪奇

物语》《无神》等的 Netflix 提名最
多（112 个），挤 下 了 此 前 的 冠 军
HBO（108 个）。这是 HBO17 年来
第一次被挤下神坛，而 Netflix 胜
利的姿态，和当年 HBO 干掉 ABC
等美国公共台时别无二致。

Netflix 第一次在艾美奖上获
得提名还要追溯到2013年，当时他
们拿下了14个提名，其王牌选手正
是全球观众都很熟悉的《纸牌屋》。

今年，仅《皇冠》就获得了 13
项提名，《无神》和《局外人》都获得
了 12 项提名，去年夏天的喜剧片

《GLOW》获 得 了 10 项 提 名 。
Netflix光这四部剧就获得了50个
提名——与 FX 的整体收视率持
平，还击败了 CBS（34 个）、ABC

（31个）和FOX（16个）。
对 此 ，《名 利 场》杂 志 认 为 ：

“Netflix在五年内获得了336个奖
项提名，这代表着 Netflix 在拥有
自己原创节目的 HBO 等电视业巨
头中的积极进取。这来自 Netflix
庞大的预算，估计 80 亿美元不仅
用于制作脚本系列，还用于制作真
正的犯罪纪录片和独立特辑。”

不仅仅是 Netflix。随着《侍
女的故事》获得 20 项艾美奖提名，
Hulu 在 2018 年成功地获得了 27
项总提名。亚马逊 Prime Video
今年获得了 22 项提名，比去年的
16 项提名略有提高，其中有 14 项
提名来自《麦瑟尔夫人》。

数据显示，在获得艾美奖提名
数最多的情况下，流媒体平台正迅
速崛起。其主要推动者是 Netf-
lix，而 Hulu 和亚马逊的产量甚至
会比 Netflix 还要高。流媒体规模
化崛起，分给公共台和有线台的蛋
糕就必然会被蚕食。

别忘了，还有苹果！它正在积
累资金抢夺明星和制作人——现
在“只有”10 亿美元，预计到 2022
年将提升到 40 亿美元以上——到
时候，艾美奖的争夺将更加激烈！

庄小蕾

第70届艾美奖公布提名，“奈飞”独获112个

美国流媒体反超有线台

央视百集纪录片《如果国宝会
说话》第二季 14 日在国家博物馆
举行发布会，本季节目中战国到秦
汉时期的 25 件国宝将陆续与观众
见面。节目秉承着对文明包容、对
文化新解的态度，继续以“年轻化
表达”吸引青少年，重建一部基于
物质遗存的中华文明史。

不同文物的呈现
都经过“量身定做”

《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二季展
示的国宝从思想、文化、科技等多
个方面对文明进行了展示，在三个
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一是文物选
取范围进一步扩大，文物类型更加
丰富，在陶器、玉器、青铜器之上，
新增了漆器、石刻、简牍、织锦等文
物，反映了战国至秦汉时期生产力
的发展变化；二是与文博单位合作
更加紧密，全国 50 多家博物馆参
与了拍摄；三是进一步加大了新技

术的应用，如高精三维数字扫描、
高清平面信息采集、表面微痕提取
技术、数字拓片、多光谱采集等，呈
现出精彩的动画演示。

节目对不同文物的呈现都经
过“量身定做”，各集之间的影像风
格截然不同：博山炉上升起袅袅青
烟，像一座微缩的海上仙山；长信
宫灯被透明化解构，灯光的走势一
览无余；商鞅方升上记载的历史被
情景再现；铜奔马一脚踏进宇宙，

势如疾风、灵动飘逸⋯⋯

更加新媒体化
背景音乐更富有节奏感

之前第一季的反差萌海报深
受大众喜爱，第二季反差萌海报再
次给观众带来了惊喜：跪射俑的

“放低自己”、长信宫灯的“照着
你”、熹平石经的“比修刻”、错金铜
博山炉的“云的计算”、曾侯乙编钟

的“Duang”等。
在剪辑手法上，第二季更加新

媒体化、背景音乐更富有节奏感，
对青少年更具吸引力。中央电视
台副总编辑张宁表示《如果国宝会
说话》的粉丝中，不乏 90 后、00 后
青少年学子，他们在网络上纷纷表
达对节目的赞美，第二季的创新就
是以更加贴近大众的年轻化表达，
吸引更多青少年观众关注文物里
的中国。 梁晓雯

央视《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二季开播，继续以年轻化表达吸引青少年

跪射俑“放低自己”长信宫灯“照着你”

由是枝裕和执导，中川雅也、
安藤樱、松冈茉优、城桧吏、佐佐木
美结、树木希林主演的电影《小偷
家族》宣布定档 8 月 3 日中国上
映。从戛纳电影节拿下金棕榈奖，
到上海电影节中国展映，导演是枝
裕和为了感谢中国观众的热情，亲
自用中文写了“谢谢你们”。

《小偷家族》保持了是枝裕和
一贯的风格，依然讲述家庭的故
事。故事围绕着一个拼凑的家庭
展开，六个毫无血缘关系的社会边
缘人，组成了一个家庭，他们没有
光鲜的工作、没有可口的食物、没
有豪华的房子，为了活下去，他们
以偷窃的方式补贴家用⋯⋯

有人问是枝裕和为什么喜欢
拍摄家庭？他说自己其实从未想
过这个问题，“我也不是每个问题
想好了才拍的”——捡来的孩子，
克制美学，就算是在别人看来离奇
的事件、大开大合的情感跌宕，他
也能处理得平和淡然、静水深流。

有人看了觉得像他之前拍的

《无人知晓》，因为也是大小孩带小
小孩，但没有《无人知晓》的故事那
样残酷，《无人知晓》是被父母遗弃
的小孩们，他们还是真正的家人，
而《小偷家族》中有句台词是“还是
自己选择的父母更牢固吧”，反而
更加温暖。

电影充满了是枝裕和风格，温

暖动人，但绝不煽情。甚至连演员
都还是树木希林、中川雅也、池松壮
亮、柄本明这些在《比海更深》《海街
日记》《如父如子》中的熟面孔。

虽然依旧是演老奶奶，树木希
林在《小偷家族》中演出了不同于

《比海更深》《步履不停》的感觉。
蔡庆中

《小偷家族》定档

是枝裕和手写赠言感谢中国观众

7 月 15 日下午，电影《阿修罗》官方微博发布公告，
表示：“经由全体投资方决定，电影《阿修罗》将于 7 月 15
日晚间 10 点起撤档停映。”对于具体撤档原因并无说
明。随后，有媒体联系到该片投资方，对方表示“会修改
后再上映”，但具体日期不确定。

这已经是《阿修罗》这部电影遭遇的第三次风波了。
电影海报放出之时，就被网友质疑片中角色华蕊造型与
大热美剧《权力的游戏》中龙母如出一辙，并吐槽该电影
美学是“西幻”；电影上映首日（7月13日）晚间，《阿修罗》
官微就曾发文质疑猫眼评分有问题，称《阿修罗》在淘票
票 8.4 分与猫眼 4.9 分的差别是“这个行业的耻辱”，片方
认为这是“遭遇了行业的黑水攻击”。截至目前猫眼并未
对此事作出回应，只是《阿修罗》在猫眼的评分悄然涨至
6.4分。7月15日晚间，南方周末就此事询问猫眼相关工
作人员，对方表示“我们和撤档应该没什么关系，内部暂
时没听说要做什么回应”。如今，上映仅三天，《阿修罗》
就以不到五千万的票房成绩撤档停映了。

一般情况下，电影撤档分为两种，上映前突然撤档和
上映中临时撤档下映。就目前中国电影市场来说，上映
前撤档是一种“常态”且有多部电影出现这样的情形，相
关原因一般被业内分析为两种，一是片方对于影片、档期
的不自信主动撤离，二是不可抗力的因素，代表影片前者
有《心理罪之城市之光》、后者有《中邪》。相对于前者，影
片上映后临时撤档的情况并不多见，被群嘲的毕志飞导
演的《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算是其中之一。

众所周知，影片定档上映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流程化
工作，片方需要和宣发方以及院线做好全方位的沟通。
临时撤档除了对电影本身造成影响，对于宣发工作以及
影院的安排也会造成巨大压力和麻烦。事发后南方周末
联系到影院工作者，对方表示对于《阿修罗》的撤档感到
突然和震惊，也确实会给影院的排片工作带来压力，这样
突然的通知让他们有点措手不及。

因事发突然，撤档消息很快成了 15 日晚的微博热
搜，围绕撤档原因展开的猜测甚嚣尘上。有三种声音占
据主流，一种是认为电影本身有问题，豆瓣评分仅3.3，评
论区一片吐槽。另一种认为《我不是药神》和《邪不压正》
两部电影的前后夹击，使得《阿修罗》这部电影在票房上
无羹可分。还有一种言论则认为中国观众对于电影的接
受度和审美不能欣赏这部巨资大片。一时间，电影本身、
市场、观众都成了被指摘的因素。

影片撤档已成定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部号称“成
熟电影工业流程打造的电影”为什么在上映三天就遭遇
如此败局？到底是中国电影化进程的节奏问题导致票房
不佳还是电影本身质量存在问题？ 何豆豆

电影、市场、观众谁之过？

《阿修罗》撤档停映

近日，湖南卫视国内首档音乐创演秀《幻乐之城》发
布了首款概念宣传片。在宣传片中，黄晓明、任素汐、雷
佳、易烊千玺四位唱演人与体验官王菲陆续登场，关于音
乐与表演的创新秀场正拉开帷幕。

据介绍，《幻乐之城》是湖南卫视首档“共同出品、联
合制作”的综艺节目，由《歌手》中合作默契的监制洪涛与
音乐人梁翘柏联手。每期节目中，唱演嘉宾不再只是单
纯演唱歌曲，还将用真人秀手法让观众看到音乐作品背
后的故事，分享艺术创作过程。

除了王菲的综艺首秀，《幻乐之城》还将促成音乐人和
影视、综艺、舞台导演的跨界碰撞。从预告片看，《幻乐之
城》创造了首档“去剪辑化”的综艺模式，节目利用电影长镜
头的表现形式，保证作品在“幻乐舞台”上不NG、不剪辑，唱
演嘉宾的表演必须一气呵成，即使失误也没有重来的机会，

“不接受剪辑，只接受真实”，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观众可以
获得沉浸式体验，因为“每一次唱演都是现场直播”。

王菲综艺首秀
亮相《幻乐之城》宣传片

日前，全新电影版《红楼梦》在河北开机，导演胡玫携
手制片人苏志鸿、视觉导演赵小丁、美术指导霍廷霄、摄
影指导赵晓时、造型指导陈同勋等一众主创亮相开机仪
式。据悉，剧组还将前往上海、江苏、浙江等多地进行外
拍取景。

开机仪式上，导演胡玫说：“早在十多年前，我就有拍
摄电影《红楼梦》的想法。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一次重读
原著都会有不同的感悟，现在是时候拍摄一部久违了的
电影《红楼梦》了。希望每一位进入剧组的演员从今天起
忘掉自己原来的身份和姓名，成为真正的‘红楼人’。”

电影版《红楼梦》自2017年9月启动全球演员海选，
历时八个月从两万多位报名者中精心挑选入围者。入围
演员参与了长达半年的封闭式红楼国学文化培训后才开
机拍摄。导演胡玫给年轻演员讲解原著，进行剧本人物
分析、情景排练，从多方面对新人演员进行指导。剧组还
邀请到专业老师进行形体训练、台词表演、镜头前表演、
古典礼仪以及刺绣、书法、茶艺、围棋等专业授课，力求让
年轻演员从方方面面浸润到中国传统文化生活中。目
前，这群年轻演员已集结进组，但具体演员阵容仍然保持
神秘。 何晶

胡玫开拍电影版《红楼梦》

在试水版的《端午金曲捞》及第一季《金曲捞》相继播
出均取得不错反响后，江苏卫视近日正式公布，升级版的

《金曲捞之挑战主打歌》定档 7 月 20 日回归播出。新一
季节目在定位、赛制、歌手等方面都做了不同程度的升级
调整，为观众解锁音乐综艺的新玩法。

据悉，《金曲捞之挑战主打歌》的口号将是“挑战岁月主
打，打捞时代金曲”，看似与第一季节目的“打捞岁月金曲，唤
醒音乐记忆”如出一辙，实则暗藏玄机。新一季将采取“非主
打歌”向“主打歌”发起挑战的形式，每期节目邀请1位原唱歌
手和3位金曲守护者加盟。金曲守护者唱响原唱歌手的3首
主打歌，原唱歌手则带来自己的3首非主打歌，最终由大众评
审投票决定非主打歌是否挑战成功。 蔡慕嘉

《金曲捞之挑战主打
歌》即将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