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4月21日 星期日
副刊评论部主办 编辑：孟健娱乐新闻A4

本社地址：和平中路413号报业传媒大厦 邮政编码213004 日报总编办公室86602107 监督举报电话88066053 投递质量监督电话 86602046本报广告经营许可证号041001 常州报业传媒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常州市新北区天合路111号 零售价 2.00元

《丧尸未逝》 吉姆·贾木许 【美国】
《南方车站的聚会》 刁亦男 【中国】
《痛苦与荣耀》 佩德罗·阿莫多瓦 【西班牙】
《年轻的阿迈德》 达内兄弟 【比利时/法国】
《寄生虫》 奉俊昊 【韩国】
《他和他》 哈维尔·多兰 【加拿大】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 肯·洛奇 【英国】
《小小乔》 杰茜卡·豪丝娜 【奥地利/德国/英国】
《隐秘的生活》 泰伦斯·马力克 【美国/德国】
《弗兰琪》 艾拉·萨克斯 【法国/葡萄牙/美国】
《鲁贝之灯》 阿诺·戴普勒尚 【法国】
《叛徒》 马可·贝洛基奥 【意大利/法国/巴西/德国】
《大西洋》 玛缇·迪欧普 【法国/塞内加尔】
《悲惨世界》 Ladj Ly 【法国】
《巴克劳》 小克莱伯·门多萨、朱利亚诺·多内莱斯 【巴西】
《戈梅拉岛》 柯内流·波蓝波宇 【罗马尼亚/西班牙/法国】
《年轻女孩的肖像画》 瑟琳·席安玛 【法国】
《必是天堂》 伊利亚·苏雷曼 【巴勒斯坦/法国】
《西比勒》 贾斯汀·楚特 【法国】

第72届戛纳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入围名单

北京时间 4 月 18 日晚，第 72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发布首批入围
影片名单。由刁亦男编剧并执导，
胡歌、桂纶镁、廖凡、万茜主演的电
影《南方车站的聚会》入围主竞赛
单元。赵德胤导演的《灼人秘密》
和祖峰的导演处女作《六欲天》两
部华语片入围“一种关注”单元。
本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将于 5 月 14
日至 25 日举行，开幕片为美国导
演吉姆·贾木许的《丧尸未逝》。

多位名导竞逐金棕榈奖

本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阵容强大，多位著名导演的作品入
围。美国导演吉姆·贾木许的新作

《丧尸未逝》除了成为开幕影片，还
入选了主竞赛单元。

达内兄弟是戛纳电影节的常
客，早在 1999 年和 2005 年就凭借

《罗塞塔》和《孩子》摘得两座金棕
榈，这次携《年轻的阿迈德》第八次
入围主竞赛单元。

导演肯·洛奇同样是戛纳电影
节的老面孔。2006 年和 2016 年，
他导演的《风吹麦浪》和《我是布莱
克》先后摘得金棕榈。此次入围的
新片《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聚焦
2008 年金融危机给家庭带来的影
响。

西班牙导演佩德罗·阿莫多瓦
的新作是《痛苦与荣耀》。与他上
一部作品《胡丽叶塔》相反，主角是
两名男性，由班德拉斯和阿谢尔·
埃特塞安迪亚扮演。影片讲述一
位电影导演进入晚年后不断回忆
过去，导致无法正常拍电影的故
事。

加拿大导演哈维尔·多兰被视
作戛纳“嫡系”，年仅 30 岁的他已
有五部电影入围过戛纳电影节，最
近一次是 2016 年的《只是世界的
尽头》，该片最后摘得评审团大
奖。新片《他和他》是多兰回归加
拿大魁北克拍摄的低成本作品，他
本人饰演男主角马克思，老搭档安

娜·多尔瓦尔饰演母亲，故事聚焦
年轻人的友谊。

入选主竞赛单元的亚洲影片
还包括韩国导演奉俊昊的作品《寄
生虫》。奉俊昊 2017 年的作品《玉
子》曾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
元。

刁亦男新片入围主竞赛

唯一入围本届戛纳电影节主
竞赛单元的华语片《南方车站的聚
会》，是导演刁亦男继柏林金熊奖
影片《白日焰火》之后又一力作。
影片于2018年4月28日在武汉开
机，9月30日杀青，主演包括胡歌、
廖凡、桂纶镁、万茜等。这是继《白
日焰火》后，刁亦男和廖凡、桂纶镁
的再一次合作。值得一提的是，刚
摘得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桂
冠的曾美慧孜在片中特别出演。

《南方车站的聚会》故事灵感来源
于真实新闻事件，讲述一名小偷在
绝望的逃亡之路上寻求救赎的故
事。曾监制《白日焰火》《冥王星时
刻》《地球最后的夜晚》等多部华语
片佳作的制作人沈旸再次和刁亦
男合作，摄影指导董劲松、美术指
导刘强、灯光指导黄志明、录音指
导张阳等组成“金马奖班底”。

《南方车站的聚会》入围戛纳
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消息公布后，
片方首度曝光了四位主演的角色
造型。据悉，影片今年将在全国公
映。

祖峰导演处女作受关注

本届戛纳电影节值得关注的
华语片还有祖峰的导演处女作《六
欲天》和赵德胤的作品《灼人秘
密》，两部影片同时入围了“一种关
注”单元。

《六欲天》是演员祖锋转换导
演身份的处女作，由他和黄璐、陈
明昊、田雨主演。影片讲述警察阿
斌在一次查案过程中遭遇离奇事

件，并由案情引发爱与罪的故事。
谈到为何跨界当导演，祖锋说，原
因其实很简单，他第一次看到这个
剧本时，就被深深吸引，后来和制
片人李锐讨论时，对方的鼓励激起
了他自己做导演的热情。在祖峰
看来，《六欲天》不单纯是个破案故
事，更包含了复杂的人性。

赵德胤的作品《灼人秘密》由
吴可熙和宋芸桦、夏于乔主演，吴
可熙还首次担任编剧。影片讲述
了一名乡下女孩到城市追梦的故
事。

何晶

三部华语片将亮相
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

刁亦男新作再次搭档廖凡桂纶镁

廖凡和桂纶镁再次出演刁亦男导
演的作品

《灼人秘密》海报

祖峰（右）自导自演《六欲天》

《南方车站的聚会》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4 月 19 日，作家郑渊洁微博发
文，就其未进入 2018 年度“童书作
家榜”一事回应称，是自己主动拒
绝入榜，原因在于“童书销售泡沫
极大”，且称“有童书作者打着讲课
幌子，进入校园向学生兜售童书”。

4 月 20 日下午，郑渊洁对记者
表示，据其了解“童书进校”现象长
期存在，有作家、出版方采取其他
隐蔽方式强制售书，甚至出现“假
签名”。他呼吁社会关注此类现
象。

记者检索发现，我国《义务教
育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学校不得
违反国家规定收取费用，不得以向
学生推销或者变相推销商品、服务
等方式谋取利益。”

2018 年 10 月，教育部办公厅
曾发布《关于严禁商业广告、商业
活动进入中小学校和幼儿园的紧
急通知》。通知提及，要特别关注
各类“进校园”活动有无夹带商业
活动等问题，对违规在校园进行商
业宣传活动，给学校、教师、学生摊
派任何购买、销售任务，给学校、教
师、学生分发带有商业广告的物品
等行为进行严肃查处。

因“有童书作家入校
售书”拒绝上榜

问：制榜方联系你核对图书销
售数据，你如何答复？

郑渊洁：“中国作家榜”已举办
十三届，我之前每年都会上榜。这
次，是他们首次设立“ 童书作家
榜”，以前童书作家都是和其他类
型作家混在一起评选的。这次可
能因为童书作家的销售数据比较
大，制榜方来找我核实数据。因为
我知道有些作家“进校售书”，所以
当时主动拒绝上榜。后来，有网友
看到我没上榜质疑我皮皮鲁图书
的销量，我就回复他，把事情经过
说出来了。

问：为什么拒绝上榜？
郑渊洁：因为我知道，相当一

部分童书作家是由于去学校卖书，
销量才很大，所以我拒绝上榜。这
种现象现在很严重。

问 ：你 说“ 童 书 销 售 泡 沫 极
大”，具体是什么意思？

郑渊洁：童书销量逐年增高，
在我看来，和作家进校卖书关系很
大。童书作家进校卖书，不去大城
市，而是去县级市和二三线城市。
出版社、当地书店和作家联合起

来，通过学校把童书强制卖给孩
子，所以销量很大。

问：你微博提及“十多年前被
出版方拉去学校讲课，后发现有猫
腻”。那次经历具体是怎样的？

郑渊洁：那次我从北京出发，
到江苏一个县级市去。五天行程
全排满了，上午去一所学校，下午
又去另一所学校。一开始，我以为
就是去讲课，后来发现实际是卖
书。我发现后，和他们发生了冲
突。比如他们不让我多讲，我说既
然来了，就给孩子们多讲讲，谈谈
写作之类的话题。他们就给我递
条子，要我留出卖书时间。我就把
条子上的内容当场念了出来。

称“童书入校”现象长
期存在

问：这一现象长期存在吗？
郑渊洁：这现象长期存在，近来

愈演愈烈。他们的运作方式是这样
的：书店方面和当地学校说，我能把

某位作家请来，但你们必须买他的
书。然后老师就会和孩子说，谁买
作家的书，就能去听他的课。如果
一所学校卖三千本，一天就是六千
本，五天就是好几万本了。

他们还用别的办法，比如由老
师告诉孩子，周末让爸妈去书店，
指定购买某位作家的书。买完先
别把书拿走，在扉页上写孩子的姓
名、班级，书店会把书送到作家入
住的宾馆，让作家签名。等作家离
开后，书才发给孩子。有时候，他
们还会“假签”，由作家助手或出版
社编辑来签名。

问：“童书作家进校卖书”会造
成什么影响？

郑渊洁：我觉得有三大坏处。
第一，降低国民阅读率。因为阅读
习惯应该从小培养，但如果孩子读
的第一本书，不是自己选择，或者
看了倒胃口，以后可能再也不读
书了。书卖得好的作家，一般不会
去学校，因为去学校讲课很累。

第二，可能扼杀年轻儿童文学

作家的出现。现在的儿童文学作
家，都是我们这样七老八十的人，
为什么？因为学校要邀请有名气
的作家，不要年轻作家来讲课。这
样年轻作家没人关注，就不能冒
尖。

第三，可能腐蚀教师队伍。出
版社现在批发销售童书，价格一般
是四一折到四五折之间。全价卖
给学生的话，这里面一部分的利
润，可能会被学校获取。

问：在你看来要规范、净化童
书市场，具体该怎么做？

郑渊洁：我觉得主管部门要加
强管理。

问：认为自己这么呼吁，会有
效果吗？

郑渊洁：光是我这么呼吁，根
据上次经验，是没有效果的。希望
媒体报道能起作用。

问：以后还会坚持这么做吗？
郑渊洁：如果这次没效果，下

次还会继续呼吁。
潘闻博 曹梦怡

郑渊洁谈“童书进校”：

现象长期存在 有作家“假签名”

当听说《复仇者联盟 4：终局之战》（以下简称《复联
4》）在中国有的影院票价高达 70 美元（约等于 469 元人
民币）时，正在上海的导演罗素兄弟表现出了惊讶之情。

《复联 4》的“高票价”引发了众多观众的吐槽，国家
电影局也发声了。记者获得的一张深圳某影城 4 月 18
日发出的《紧急通知》中说：接到电影主管部门通知，关于
影片《复仇者联盟 4》除 VIP 厅，服务费不能超过票价的
10%！18 日被检查到的影城已被停止该影片的密钥下
载，4 月 19 日电影主管部门还要检查，请各影城务必高
度重视，并遵照执行。

《复联4》真实票价25元
服务费最高竟达193元

近日，微信公众号“娱乐资本论”获取到一张名为《服
务费异常的影院——加盟影城》的表格显示，服务费最高
竟 达 193 元 ，真 实 票 价 仅 为 25 元 ，两 者 的 比 率 高 达
772%。微信公众号“数娱梦工厂”根据名单统计后发现，
该表格中涉嫌服务费收取异常的共计1057家影院，涉及
18655场《复联4》，违规票数超过了22万张。

电影局行动之后，19 日，记者发现完美世界影城北
京管庄店强制退了“复联 4”预售影票，再降价销售——
原来55元的票价，后变为40元。退票的原因：该店工作
人员称是系统出现故障，用户现在可以重新下单；淘票票
客服则表示，已收到完美世界影城的通告，因该影院认为
之前部分场次价格较高，为保证消费者权益，在全国范围
内进行了强制退票并降价再销售的处理。

片方并没有要求涨价
影院想借热片赚一笔

《复联 4》的片方并没有要求涨价，发行通知显示是
“数字 3D 不低于 25 元，IMAX3D 不低于 30 元”。也就
是说，《复联4》和之前其他引进片的票价一样，片方并没
有提出高票价的要求。所以，涨价的是影院，原因自然是
有利可图。

今年3月国内票房以41.42亿的成绩收官，对比去年
3 月 51.19 亿的纪录减少 9.77 亿。2019 年第一季度总票
房186.15亿，对比去年同期202.2亿的纪录下降16.05亿。

4 月已过去一半，市场依旧萎靡，根据猫眼专业版数
据，4月19日下午2点，《复联4》预售总票房就突破4亿，
而本周正在上映的影片总票房都难过 4 亿大关。所以，
将于 4 月 24 日上映的《复联 4》，对影院来说无疑是一棵
摇钱树，而且《复联4》的中国上映时间还是全球最早，比
美国本土还早两天。可以想象，这部电影会在国内掀起
怎样的观影热潮。

此番整改范围是服务费
杜绝电影院抢票房现象

今年春节档电影票价被吐槽偏高，其中的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服务费涨了不少。而服务费被影院和第三方直
接分了。

比如，某影院一张《复联 4》实际票价 150 元，服务费
则高达350元，意味着观众支付了500元购买一张《复联
4》的电影票，实际上只有 150 元上报了专资办的票房系
统，剩下的350元则完全脱离了片方的掌控，成为部分影
院、售票平台和影院系统之间的利益。

鉴于此，对于电影局整治《复联 4》的“高票价”，有媒
体称这是在惩治“偷票房”——“电影票房”微信公众号甚
至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抢票房：“因为按照目前的票房公
示来看，对外公示的票房分为综合票房与分账票房，影院
服务费不管怎么变，都会被统计进综合票房，表面看起来
票房没有出现少报，核心问题在于只有分账票房才是分
钱的，所以这不是偷票房，这是抢票房。”

服务费是什么？
从2017年起，电商收取的服务费也纳入电影票房数

据，虽然服务费不会参与电影最后的分成，但是会对票房
产生巨大的影响。

前几年的服务费一般不会超过 5 元，电影票上的 5
元服务费，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售票系统维护费，影院售票系统得以正常运作，需要
工作人员时常去维护，相应地产生了这部分的维护费；

短信通讯费，当我们使用团购APP下单购票成功，通
常情况下，我们都会收到短信提醒。短信中会写明电影开
场的具体时间、座位号、取票验证码等等信息。这个通知
的短信产生了微小的通讯费，也是需要消费者去承担的；

电商平台手续费，我们在电商平台上买票，会产生微
小的手续费，同时，微信、支付宝等支付平台也会产生少
量手续费；

网络售票管理费，也就是院线的网络售电影票管理
和协调费用；取票设备维护费，每个支持网上售票的电影
院，都会配置若干台取票机，这些大机器同样需要保养维
护。 肖扬

要求服务费不能超过票价10%，涉
事影城已被停止该影片密钥下载

《复联4》票价500元？
影院开始退服务费

2019年最受期待的华语电影之一《八佰》宣布定档7
月5日，这是导演管虎继《老炮儿》之后的又一力作，十年
准备，四年制作，耗时一年半一比一实景还原，并且进行
了首次全片IMAX摄影机拍摄的尝试。

《八佰》取材于 1937 年 10 月淞沪会战最悲壮一役，
谢晋元奉命率领中国军队第 88 师 524 团一营坚守闸北
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撤退。为了迷惑敌人，他对外宣
称有八百人，史称“八百壮士”。这场战斗是人类战争史
上第一场有观众的战争。

酝酿筹备的十年间，管虎遍览史料典籍、走访亲历
者，剧本反复打磨了 40 稿；华谊历时一年半打造了四行
仓库和对岸租界的实景，并开掘了一条真实的苏州河；

《八佰》全片使用业内最顶尖的 Alexa IMAX 摄影机拍
摄，这是非好莱坞地区的首次尝试。在此之前，仅有罗素
兄弟执导的《复仇者联盟 3》和即将上映的《复仇者联盟
4》使用同款机型拍摄全片。

《八佰》的摄制历时近一年，在封闭压抑的实景现场，
主创们一关就是几个月，不计较时间、名利的投入，只为在
这个暑期，和观众一起追忆那份死为国殇的勇气。肖扬

全片IMAX拍摄
《八佰》定档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