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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9 日晚，阿里巴巴集团正式启动
2018 天猫双十一全球狂欢节，并公布了“天
猫双十一”晚会的首批明星阵容。易烊千玺、
米兰达·可儿、张杰、谢娜、Angelababy、陈
赫、罗志祥、王迅等明星将悉数亮相，《奔跑
吧》“兄弟团”与《极限挑战》“男人帮”也将有
望同台对抗。除此之外，今年的“猫晚”正恰
逢“天猫双十一”十周年，不仅晚会将从抽屉
式明星表演升级为剧情式体验，在消费者玩
法上也更具互动性，观众有望在看得开心的
同时，买得更加实惠。据悉2018天猫双十一
晚会将于 11 月 10 日晚在优酷、浙江卫视、东
方卫视同步直播。

娱乐属性加强
从抽屉式晚会向剧情式转变

2018 年是“天猫双十一购物节”走过的
第十个年头，今年的主题为“精彩才刚刚开
始”。阿里巴巴 CEO 张勇透露，“双十一”这
个概念最初只是为了让天猫活下去，但如今
已演变为全民购物狂欢。而作为“双十一”IP
中最受期待的一环，“天猫双十一晚会”（下文
简称“猫晚”）也将在十周年之际全新升级，让
消费者更具狂欢感和体验感。

过去的晚会大多都是抽屉式的，明星嘉
宾轮流上台表演，但今年“猫晚”将把抽屉变
成五斗柜，首次引入剧情式综艺思路，以红、
蓝两队明星对抗、逐一通关四大篇章中的四
座城市为故事主线，与观众进行全程互动。
其中四大篇章分别是“精彩”“时光”“合美”

“未来”，且剧情之间均有逻辑关联。“精彩”篇
将以易烊千玺作为代表，讲述其从 TFBOYS
到如今独挑大梁的成长历程;“时光”篇将邀
请到张杰、谢娜夫妇分享他们十年相伴的爱
情故事。“合美”篇中，“维密”超模米兰达·可
儿将献出中国荧屏首秀；“未来”篇则由 An-
gelababy、陈赫、罗志祥、王迅，与明星们一
起组成红、蓝两个阵营，通过游戏、竞演等方
式展开四场对抗。

2018 天猫双十一狂欢夜总监制宋秉华
透露，“猫晚”向来是明星最想要上的晚会之
一，每年都有大量报名的明星因晚会容量不
足遗憾错失。对于主办方来说，邀请明星首
要考虑的是观众的感受，“4 个多小时应该有
哪些明星、出现在什么节点上、表演什么样的
节目最符合我们的逻辑，这是首先要考虑

的。我们还要考虑晚会的节目设置，和明星
之间是否有足够的化学反应，并不是谁能带
货我们就选谁。”例如今年的第二章“时光”便
邀请到相恋十年的张杰谢娜，“他们表演的内
容跟时光、十年，跟人的情感都关联。”2018
天猫双十一狂欢夜项目负责人崔延宁透露。

而第三章“合美”意在突出全球化的融合，希
望让中国消费者看到来自于全球的好货。除
了米兰达·可儿外，还将有更多海外艺人加盟
该篇章。

此外，今年“猫晚”优酷将和浙江卫视、东
方卫视两家一线卫视平台联合播出。浙江卫

视、东方卫视、优酷也将共享自己的资源为舞
台赋能。在今年的“猫晚”舞台，观众便有望
看到《奔跑吧》“兄弟团”和《极限挑战》“男人
帮”成员的历史同框。陈赫、Angelababy、
罗志祥、王迅等艺人将组成红色和蓝色两个
阵营，并通过游戏对抗发福利。据悉优酷今
年的爆款综艺《这就是灌篮》《这就是街舞》等
也将在舞台上惊喜亮相。

互动性再次升级
幸运观众将获1111份大礼

在宋秉华看来，“猫晚”之所以定义为“新
物种”，正是因为其区别于其他晚会，在强调
观赏性的同时，也要服务于所有参与“双十
一”狂欢购物节的用户们，让观众既觉得好
看，又有得玩，且玩和看的过程中，还能确实
享受到双十一的实惠，“每次猫晚一到互动高
峰时，用户数量波峰会非常明显，这在过去所
有晚会是比较少见的。猫晚在互动性上的压
力比任何一个跨年晚会都大。”

虽然今年“猫晚”较往年更具综艺和娱乐
属性，但“猫晚”最重要的职能仍是为“天猫双
十一狂欢节”服务，提高购物转化率的同时，
也让观众买得实惠。宋秉华也坦言，本届猫
晚的目标便是各类数据都要明显超过去年，

“而且我们要的不仅仅是数字增长，增速也要
大于往届。”因此今年“猫晚”将继续加强观众
互动性。除了延续明星嘉宾两组对抗、观众
参与其中的逻辑以外，每个篇章在玩法上也
都有创新。崔延宁透露，四个篇章将被设计
成四个城市，在每一个篇章结尾都会有一轮

“红蓝对抗 1 元购”的互动，押宝正确的观众
将收集到一把钥匙。最终拿到四把钥匙的观
众中会产生一个幸运儿，成为当晚最终大奖
的赢家。“天猫国际官方直营和天猫超市将为
他提供1111份礼物，我们会派一辆大卡车将
礼物送到这个观众家里。”

除此之外，今年猫晚也大大提高了技术
人员数量。通常一台晚会制作团队的标配为
二三百人，但今年“猫晚”仅是技术人员就高
达 500 人，以确保当晚观众互动的及时性和
畅通性，“互动绝不是摇一摇那么简单，它牵
扯到的端口非常巨大，这一个互动产生的关
联需要反映天猫经济体里面所有 App 之间
产生的联动互动计算方法。”

张赫

2018“天猫双十一”晚会11月10日晚优酷、浙江卫视、东方卫视直播

《奔跑吧》《极限挑战》
“猫晚”同框

影视影视
新观察新观察

今年上星卫视播了不少现实主义题材剧，《创业时
代》算最规矩的一部，尤其和同样涵盖创业元素的《南方
有乔木》相比，它的节奏更明快、不拖泥带水，也没出现剧
情不够回忆凑的设置。意外的是，该剧豆瓣评分只有3.6
分，收视率只是勉强排在同档剧的三四位。某种程度上，

《创业时代》的“失败”可谓当下电视剧题材弱势的缩影。
剧中，郭鑫年带着团队创业，就像唐僧西天取经，

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一开始，他就遭遇离婚、创意被
剽窃、竞争对手报复等劫难，戏剧冲突设置得颇为合理，
叙事节奏也很清晰，但这个过程无疑让一些观众感觉不
适——创业过程真是这样吗？会不会过于夸张？

其次是人设。在一个流行看爽剧的时代，女主一路
开挂、所向披靡的《延禧攻略》火了，女主一路憋屈、为情
所困的《如懿传》不温不火。到了《创业时代》，活得很憋
屈的男主角郭鑫年显然也不讨好。原著作者付遥在受访
时告诉记者，他写的故事有很多是亲身经历，现实就是这
么艰难。可在马云、马化腾等的成功案例被极度放大的
今天，这并不符合大众对IT精英的想象。

从受众方面分析，视频播放量、弹幕讨论量不高，说
明《创业时代》不太受网剧观众待见。故事讲述的是一波
30岁左右年轻人的创业故事，但20岁左右的网剧观众恐
怕不能理解70后80后喝酒撸串、去西藏寻找自我这种情
感宣泄方式。另一方面，电视观众也不好伺候。这段时
间，宣扬“女德”的《娘道》创造了今年国产剧的最高收视
率，接档的大女主剧《正阳门小的小女人》同样表现不俗，
蒋雯丽开个小酒馆，左右逢源，见招拆招，从不吃亏，堪称

“励志”典范。而同期播出的《创业时代》之所以“失败”，
在于它不肯媚俗，没有迎合大众对于“成功”的庸俗想
象。 龚卫锋

《创业时代》
其实没有那么差

如果生下一个天生残疾的孩子，到底是救还是不
救？救，是尊重来到世上的生命；不救，是掐断那可以预
见的艰难未来。对于家庭而言，这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
抉择；而对于母亲来说，这份骨肉之痛也许将绵延至今后
几十年的生命。

“如果生来不完美，我还是你的宝贝儿吗？”刘杰导演
把这个无解的难题搬上了大银幕，并大胆启用演员杨幂
担纲女主角江萌。尽管北京姑娘杨幂学了9个月的南京
话听起来还是有些“塑料味儿”，声音尖利不像个先天身
体有毛病的孩子，但在导演的调教下，这或许是她最贴近
角色的一次表演。性格执拗，说话有些傻愣愣，从这个角
度来看，杨幂和角色还真是有几分相似。

《宝贝儿》没有剧本只有大纲，故事情节也很简单，但
胜在众多真实的细节。曾因先天有病遭遗弃的孩子江萌
长大成人，在医院当护工时见到同样患病的孩子将被父
母放弃，她不顾一切想要救下这个孩子，“她是能活下来
的，我就是这样的孩子”。相比江萌黑白分明的价值观，
这个孩子和家庭面对的问题要复杂百倍。病婴的父亲一
句台词点中要害——“我比你更想救这个孩子，但我知道
这个孩子他没有未来。”就如江萌的朋友小军对这个孩子
的态度一样，小军告诉江萌：“就算救活了，他还不是和我
们一样？”

面对现实，聋哑人小军比江萌更清醒，他接受了属于
自己的命运，开车送货赚钱，闲时和聋哑朋友们打火锅聚
餐，在有限的条件下，他渴望过上和平常人一样的生活。

小军打着哑语对江萌说：“我们在一起过日子吧，这样
可以省下一半的钱。以后我们买个房子，把你妈接过来。”
江萌说：“我没有子宫，你应该找一个能为你生孩子的。”小
军摇摇头：“我们可以收养一个孩子。”说来容易，现实却很
残酷，两个身体并不健全的人，每月收入寥寥，再养一个孩
子能承担得起吗？而这个孩子的未来又在哪儿呢？

和很多先天有缺陷的弃婴相比，江萌是幸运的。她
被福利院收养，寄养在有爱心的夫妇家里，和养母关系亲
密，但从法律上来说，这些寄养的孩子年满 18 岁就要离
开寄养家庭，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纠纷。江萌无法理解：

“她是我妈，我为什么不能住在这里？我走了她一个人怎
么办？”刘杰导演又一次呈现了法理和情理的矛盾，而这
个矛盾仍然是无解的。

尽管呈现的是揪心的难题，《宝贝儿》的观感却相当
平淡克制，在克制之余，又能让人在细节中寻找余味。影
片没有让人掉眼泪，但给人带来的百爪挠心之感，比某些
廉价的眼泪更珍贵。 枣红马

细节有余味

《海王》定档12月中国内地上映，中国
观众将比北美提前两周看到这部温子仁执
导的超级英雄大片。

近日，华纳兄弟多部新片确认内地
上映档期，周五《铁血战士》将上映。DC
今年的重磅制作《海王》定档 12 月 7 日上
映。

《海王》曝光定档预告
号令七海维护世界和平

同时《海王》曝光定档海报预告，更是
全方位展现海王历尽艰险、威震七海的精
彩与震撼。预告中瑰丽雄伟的海底奇景让
人叹为观止，霸气神秘的海洋奇兽更是令
人应接不暇。作为陆地和海洋之间的桥
梁，拥有半陆地半海底血统的亚瑟，肩负着
拯救世界保卫和平的重任。

但前有野心十足的海洋领主奥姆兴战
不息，后有强劲宿敌黑蝠鲼穷追猛打，海王
这场号令七海的征途注定要经历一番腥风

血雨。另外预告片中，坚毅美丽的湄拉挺
身而出，将与海王并肩作战。

11月8部引进大片上映
JK·罗琳新电影中美同步

JK·罗琳魔法宇宙最新篇章《神奇动
物：格林德沃之罪》将在 11 月 16 日登陆内
地，中美同步上映。此外，今年北美大热的
全亚裔主演爱情喜剧《摘金奇缘》也定档
11月30日内地上映。

索尼影业出品的超级英雄电影《毒液》
确定 11 月 9 日中国内地公映。《毒液》是蜘
蛛侠电影的衍生片，但也会打造成系列电
影。系列首部作品的重中之重，自然是讲
述毒液的起源。由汤姆·哈迪饰演的记者
埃迪·布洛克与外星生物融合共生也是本
片一大看点。埃迪因调查生命基金会人体
实验丑闻而误入实验室，阴差阳错被外星
生物毒液附体，当两者完成“交易”双雄合
体后，又化身为最佳拍档和最佳损友。两

人从相遇到融合的细节被一点点放出，我
们也将在大银幕中见证一位漫威全新超级
英雄的诞生。

除了《毒液》定档 11 月 9 日，《神奇动
物 2》《摘金奇缘》确定上映之外，斯皮尔伯
格安培林影业出品、凯特布兰切特主演的
奇幻大片《滴答屋》据悉定档 11 月 1 日，迪
士尼的真人电影《胡桃夹子与四个王国》、
人气动画续集《无敌破坏王2》也有望在11
月 2 日与 11 月 23 日两个档期登陆内地。

苏良

《海王》12月抢先登陆内地

赵丽颖冯绍峰公开领证结婚，不少娱
乐圈好友纷纷为一对新人送上祝福。张
翰被记者追问有没有看到热搜、会不会做
伴郎？对此，张翰也回应道：“看到了呀，
所以我今天特别开心。我还从来没有做
过伴郎，而且我决定在我结婚之前不准备
给别人做伴郎。”

正在芒果 TV 热播的《如若巴黎不快
乐》是张翰制片兼主演的第二部作品，
俗话说一次生两次熟，二度挑起制片一
职，张翰也坦言：“第一次是夏梦（《夏梦
狂诗曲》），那个时候心里比较没底，而且
挺累的，因为不知道自己做出来的东西
是什么样的效果，但后来看了成片之后，
就更加有信心去做《巴黎》这部戏的制
作。做制片人的过程是挺累的，但这是
我特别喜欢的事情，然后每天又可以演
戏，所以每天状态就是像打了鸡血一样，
感觉不到累。”

这部剧的剧情简而言之，就是张翰饰

演的男主角佟卓尧和阚清子饰演的女主
角阮曼君之间的虐心爱情故事。最新的
剧情已经进展到这对“佟画夫妇”发完糖
又闹离婚，而后面等待两人的还会有更多
的波折。据说这是张翰有史以来哭得最
多的一部戏，谈到拍摄哭戏，他透露自己
没有秘诀，也不喜欢技巧型的哭戏，“类似
于我现在在哭，我要想一些悲伤、难过的
事情。我表演哭戏的技巧就是完全走入
到角色的内心。”

尽管佟卓尧从人设上看又是一个霸
道总裁，不过张翰也重申，这个角色相比
自己以往演过的，有不一样之处，“我觉得
每一次（演霸道总裁）都不会有驾轻就熟
的感觉，因为每一个人物都经历不同的人
生、挫折，以及对亲情、爱情、友情有不同
的抉择，我都要重新去感受一个全新的人
物。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我今年有两部
类似的剧播出，可以比较一下，其实占南
弦（《温暖的弦》）和佟卓尧两个人物是有

很大区别的，这也是我拍这两部戏的目
的，同样是总裁人设，我也可以演出不同
的类型与风格。”

张翰之前和赵丽颖合作主演的《杉杉
来了》是2014年的爆款剧。作为搭档，张
翰也被记者追问有没有送祝福，“当然要
恭喜啦！我已经恭喜过了。”他表示早上
已经看到了热搜，“所以特别开心”，但被
问到会不会做伴郎，他则开玩笑表示，“我
还从来没有做过伴郎，而且我决定在我结
婚之前不准备给别人做伴郎”。

张翰和娜扎此前恋爱两年，去年 10
月宣布分手。如今曾经的搭档脱单，也让
不少人关心起他的终身大事。聊到剧中
佟卓尧的母亲多次介入其感情，告诫他要

“门当户对”，谈及现实中家人对自己感情
的态度，张翰则表示：“现实中我父母态度
就是爱我所爱，只要是我爱的，他们会一
直支持我的选择。”

蔡慕嘉

已经给赵丽颖送过祝福，笑称自己“不给别人做伴郎”

张翰：我好久没有谈恋爱了
影视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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