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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文集团新合同推出不到 10
天，已迎来数位网络文学大神级作
家回归潮，徐公子胜治、酒徒、沐轶
等高调签约起点中文网，他们日更
文字甚至已超过多年前，这股“回
归潮”更被业界热切关注。

大神回归欲再度辉煌

“羞羞地说一下，我最近披着
马甲写了一书，快乐版架空。烦劳
大家广而告之。本来想多藏几天，
但是，还是不藏了。”6 月 9 日，知名
网络文学作家酒徒发布微博，称自
己正以新笔名“青州六从事”在起
点中文网发布作品《盛唐日月》。
众多作家、读者纷纷评论，“暗搓搓
的小心机”“欢迎回归”。

酒徒新作《盛唐日月》于 5 月
19日起在起点中文网更新，截至目
前已连载 14 万字，获 4436 推荐
票，作品占据“新人榜”榜首。

大神级作家回归已成为令人
关注的业界现象。相比之酒徒“披
着马甲”的低调微博，徐公子胜治
的回归则略显高调。6 月 11 日，离
开阅文集团两年多的知名网络文

学作家徐公子胜治发布微博，正式
宣布回归，称将继续在起点中文网
创作自己的最新作品。“用了一年
多的时间充电构思，讲述一个现代
与未来的故事。新书将在 6 月 15
日发布，敬请诸位支持！”据悉，两
年多前，徐公子从起点中文网“跳
槽”，曾辗转至其他网文平台寻求
新的发展与突破。

知名网络作家沐轶也于近日
选择回归。沐轶 2018 年与起点中
文网长约期满，“刚好有朋友邀请
到别的网站发展一下，我说去闯一
闯，就没有续约。”此番回归，他希
望能再现网文改编成电视剧的辉
煌，沐轶新作为法医类小说，目前
书名未定。

新合同利好引发“回归潮”

值得关注的是，阅文集团新合
同于 6 月 3 日推出后不到 10 天，便
迎来数位网络文学大神级作家回
归，这当然不是巧合。

据了解，阅文新管理层上任后，
推出单本可选新合同，并进一步扩
大网络文学正版联盟，承诺平台上

所有作家作品的维权成本全由阅文
承担，还进一步统筹渠道和价格体
系，切实提高作家收入水平等。阅
文集团CEO程武表示，有信心继续
推动阅文从“最大的行业正版数字
阅读和文学IP培育平台”向“更强的
文学内容生态”升级。他称，可预见
的升级包括三方面：首先是实现 IP
培育能力升级，夯实自身基础并加
速跨业态发展，推动IP更快成长；其
次是健壮平台，通过整合阅文旗下
多个产品平台与腾讯产品平台和流
量优势，帮助创作者与用户建立更
强的连接纽带；最后是外展空间，在
保持、巩固既有付费阅读模式的基
础上，通过业务模式升级，在拥抱新
技术和产业互联网层面打开更多元
的价值空间。

“这是非常积极的一件事情，
也 是 各 行 业 努 力 相 互 博 弈 的 结
果。”徐公子胜治说，这让他看到了
阅文新管理层在面对网文行业陈
年积弊中的责任与担当。他认为，
随着网络文学市场越做越大，网站
平台变得越来越强势，而作者的权
利越来越少，义务越来越多。“新合
同的到来，删除的条款基本都是对

作者有限制的，增添了一些对网站
做出限制的条款，应该说，这是网
络文学界的一次转折、拐点。”酒徒
则坦言：“阅文的确很谦虚地在改
变，它的改革诚意和勇气让我很欣
赏，所以我愿意回归。”

“有一个专门的推广团队，对
像我这样没有社交能力、没有关系
网的宅男作家有很大的帮助。”沐
轶同时注意到，新合同强调了作者
要参与到推广中来，要尊重作者的
知情权。他说，新合同对作者的合
法权益与合同诉求予以尊重，是他
选择回归很重要的原因。

视回归为“二次创业”

此番回归，大神作者发出深深
感慨：网络文学环境和以前真是大
不一样了，承受的压力也更大了。

酒徒视自己这次回归为“二次
创业”，他甚至为此大胆改变文风，
从严肃、沉重转向幽默、轻松。“今
年全世界的人都不开心，所以想改
改风格，让读者上了一天班，拿起

《盛唐日月》这个作品来能开开心
心笑一笑。”酒徒以唐玄宗的故事

当背景，写一个现代人在唐朝发生
很多啼笑皆非的事情。

“我刚开始写书的时候，全国
作者加起来没有 3000 人，那时一
周更新三次就已经算勤快的了。”
酒徒发现，如今作者多了很多，光
阅文集团的作者就有上百万人，而
且读者也比原来多得多，读者口味
也更加挑剔。“有读者说，你明明可
以用普通话写，为什么非得在这用
文言文，显你水平吗？”酒徒自嘲
道，他这是翻了很多资料写下了唐
人语言，“但这回抛媚眼白抛了”。
他更发觉按原来日更 3000 字的节
奏已不行，现在要每天争取写到
6000字，他忍不住感叹“好累”。

“以前，我老婆看我的书都说，
故事非常精彩，但节奏发展太快
了，说几句案子就破了，细腻的东
西没展开。”沐轶说，此次回归，他
会做出改变，写得更细些，更生活
化些。

“在起点，你什么样的人都可
以遇到，所以它是兼容并蓄的，几
乎什么类型的书都可以找到它的
读者。”徐公子胜治对他的新征程
充满了信心。 路艳霞

新合同推出不到10天，数位网络文学大神级作家高调签约起点中文网

阅文集团迎来作家回归潮 2020 年即将过半，偶像团体选拔节目等各类“导师
类综艺”仍然不在少数。不同的节目对导师这一角色有
不同的称呼，《创造营》叫教练，《青春有你》叫制作人，《明
日之子》叫星推官，但和以往不同的是，蔡徐坤、朱正廷这
些前两年还是综艺节目选手的 95 后开始当导师了。国
内综艺节目造星机制的流水线化，加速了所谓的导师迅
速迭代，流量消逝太快，谁都想着“只争朝夕”。

事实上，前两年综艺节目的导师年轻化就有了明显
的趋势，不过一直到去年都还是 90 后的天下——《明日
之子2》里的导师华晨宇是1990年生人，《偶像练习生》中
的导师张艺兴出生于 1991 年。以鹿晗、吴亦凡、张艺兴、
黄子韬为代表的“归国四子”，经历了韩国严酷的练习生
训练，在业务能力上绝不是一纸空白，尽管刚在国产综艺
中担任导师时还常被诟病，不过很快大家就习以为常。

流量时代，综艺节目其实是被资本推着走的，同一个
艺人从综艺节目的选手到导师，时间被大大压缩，基本不
可能有积淀的机会。当然，越发年轻化的导师，也并不全
然是代际变化导致的，综艺和艺人的供需关系才是关
键。在综艺产业化时代，由于被“赚钱快，赚快钱”的思维
主导，一批新人层出不穷亟待消化，其中不少自带流量属
性，常能炒作出话题，堪称互联网时代综艺的香饽饽。

从早期的《超级女声》时代，到 2012 年横空出世的
《中国好声音》，导师和学员的关系更多是单向的，即导师
就像课堂上的老师一样具备权威。但随着这些年网络综
艺的崛起，导师只是节目规则中具有决定权的一个角色，
与导师权威消解伴随的，是选秀节目更彰显选手个性化
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越发年轻的导师，其实是电视
台综艺式微而网络综艺进一步做大，两者关系此消彼长
的另一种直观表现。

与导师年轻化相对的是，如今，不少选秀综艺选出来
的佼佼者很快会被遗忘，或者再出现在其他综艺中，成为

“回锅肉”选手，变成一种走过场式的尴尬存在。很多人
在怀念“从前慢”的时代，只是再也回不去了。这是流量
时代的必然，也是为什么一茬茬的选秀综艺你方唱罢我
登场，而传唱度高的歌曲却越来越稀缺，好的影视作品越
来越难得的原因。只是，观众总不会在低质量重复的综
艺中迷失太久，用脚投票之后，总有流量回归理性之时。

徐颢哲

95后综艺导师涌现
流量易逝“只争朝夕”

疫情对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影
响正呈现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方
面,好莱坞上周开始复工,《黑客帝
国 4》《阿凡达 2》《侏罗纪世界 3》等
片开始或准备复工；另一方面,疫
情导致的电影工业前期停摆的负
面效应已经显现,因为担心电影产
出数量不够,2021 年的奥斯卡颁
奖礼延期两个月举行。

《阿凡达2》等片
复工拍摄

加州州长 Gavin Newsom 此
前宣布,因新冠疫情而从 3 月开始
停工的好莱坞,从6月12日起可以
复工：“加州的音乐、电视和电影制
作,建议可以在 2020 年 6 月 12 日
起恢复”,并强调复工必须遵循本
州各地政府和卫生部门的指示,以
及劳动机构和经纪公司同意的安
全规章。

此前,一些在北美拍摄的影
片,包括《黑客帝国4》《侏罗纪世界
3》《小美人鱼》等十部影片暂停拍
摄。此外,《碟中谍 7》《阿凡达 2》
等在北美以外地区拍摄的好莱坞
大片,也因疫情停摆。

除了好莱坞所处的加州,同样
具有电影工业的美国佐治亚州已
于六月初公布复工指导方针,一些
剧组已在疫情相对较轻的其他国
家复工,比如网飞的项目正在韩国
和冰岛拍摄。

虽然复工获得许可,不过从上
周的情况看,好莱坞电影工业并没
有在6月12日当日迅速复工,但部
分大片的时间表已经公布。

好莱坞大片《侏罗纪世界3》将
于 7 月 6 日在英国松林制片厂复工
拍摄,成为第一部在英国复工的好
莱坞大片。此消息已经得到环球
影业工作人员的确认。3 月中旬,

《侏罗纪世界 3》预定 20 周的拍摄
在进行了 4 周后,因新冠疫情中止
拍摄。该片目前定档明年 6 月 11

日北美公映。据悉,环球影业已经
签署一项协议,将额外花费大约
500万美元用于新冠病毒的检测和
防护。所有的工作人员和演员复
工前都要进行相关检测,并会在拍
摄期间进行反复多次检测。

今年2月份,汤姆·克鲁斯的电
影《碟中谍7》宣布停拍。随着疫情
形势好转,《碟中谍 7》计划于今年
9 月复工拍摄。《碟中谍 7》剧组第
一助理汤米·戈姆利证实了这一消
息,他还确信这部影片将从今年 9
月拍摄到明年4月或5月。

有外媒报道,罗伯特·帕丁森
版《蝙蝠侠》也有望 7 月 6 日复工
拍摄,本片取景和拍摄地包括芝
加哥、伦敦和苏格兰等。不过该
消息尚未经过官方人士确认。据
英国媒体报道,《蝙蝠侠》《神奇动

物 3》的出品方华纳兄弟非常急
切,他们希望在安全的情况下尽
快恢复拍摄。

即将重新开拍的电影还包括
《阿凡达 2》。《阿凡达 2》的国际摄
制组五月底已获特别许可进入新
西兰,该片的制片人乔恩·兰道曾
在社交网站晒出到达惠灵顿国际
机场的照片,他和导演詹姆斯·卡
梅隆目前已经结束在新西兰为期
14 天的自我隔离,《阿凡达 2》近
期有望恢复拍摄。《阿凡达 2》仅
剩少量的实景镜头,这让卡梅隆
有信心在长达数周的停拍之后,
仍 将 这 部 电 影 的 上 映 日 期 定 在
2021 年 12 月。而《阿凡达》第三
部、第四部、第五部的上映时间分
别安排在 2023 年、2025 年、2027
年。

2021年奥斯卡
延期至4月底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第
93 届奥斯卡颁奖典礼确定将从
2021年2月28日延后八周,在4月
25日举行。

此番颁奖礼延期带来的最重
要的影响莫过于“冲奥片”的上映

窗口期从原先的 2020 年 1 月 1 日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改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
这也是自 1934 年的第六届奥斯卡
颁奖礼将申报影片的上映窗口期
延长为 17 个月(1932 年 8 月 1 日至
1933 年 12 月 31 日)以来,窗口期
的设定首度超过 12 个月(1 月 1 日
至12月31日)。

此前举办过的 92 届奥斯卡颁
奖礼,曾经有三次延期,不过此次
的第 93 届奥斯卡颁奖礼延期时间
最长。奥斯卡颁奖礼第一次延期
在 1938 年,美国南加州爆发大洪
水,奥斯卡颁奖礼的举办城市洛杉
矶受灾严重,导致典礼延期一周；
第二次是在 1968 年,非裔民权运
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突遭暗杀,原
定的奥斯卡举办日期与他的葬礼
撞期,只能延后举行；1981 年 3 月
30日发生的时任总统罗纳德·里根
的遇刺事件,导致奥斯卡颁奖礼推
迟了24小时。

2021 年奥斯卡颁奖礼延期,
主要是因为疫情导致的“片荒”,从
3 月至 6 月,好莱坞停摆了三个月,
电影制作受到很大影响,而 6 月开
始的缓慢复工后,何时达到电影正
常摄制水准还是未知数。因为至
少三个多月的停摆,很多原本预定
在 2020 年完成拍摄、制作并剑指
奥斯卡的影片,或许依旧无法在窗
口期内上映。2021 年奥斯卡颁奖
礼延期的两个月,并没有把握赢回
2020 年已经失去、正在失去以及
很可能还将失去的时光。倪自放

更多新片复工,但奥斯卡延期了

疫情下的好莱坞冰火两重天
什么叫牵一发动全身？好莱坞片商用实际行动告诉

你，这就是！美国的新冠病毒疫情状况目前还不算明朗，
但影市重启工作一直在筹备着。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大
片《信条》，一直被视为是美国影市重启后的重磅电影。

《信条》离 7 月 17 日在美国上映的日子越来越近，诺兰和
出品方华纳兄弟影业最新宣布改档，不过变动不算大，推
迟到 7 月 31 日上映，《信条》不再是支持美国影市复工的
第一部大片。但这一调整，连带不少电影的映期也都重
新安排，譬如《神奇女侠2》《比尔和泰德寻歌记》《007：无
暇赴死》等等。

《花木兰》变复工第一片
制作费高达两亿美元的《信条》，既有明星阵容，又有

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这一金字招牌。该片一直被视为
美国院线复工后第一部能挽回人气“救市”的大片。华纳
方面近日宣布，《信条》推迟两周上映，档期改为 7 月 31
日。原本 7 月 17 日的档期，改由重映克里斯托弗·诺兰
的旧作《盗梦空间》，美其名曰纪念该片上映十周年。

其实也能理解片方这一操作方式，先用旧作（依然是有
人气的电影）为重启后的影市“暖身”，比直接用大成本新片

“炒热”影市，显然风险要更小，《信条》的成功率会更大一些。
而《信条》推迟两周上映，另一个“保险”就是，《信条》

不再是影市重启后上映的第一部大片，因为迪士尼的《花
木兰》档期是 7 月 24 日。刘亦菲主演的这部电影，瞬间
被推上美国影市复工“救市”第一线。也不知原本想跟在

《信条》后面上映的《花木兰》对于自己的新位置，有没有
做好心理准备。《花木兰》暂时没有改档的消息。

有延档，也有提档
除了《信条》，华纳顺势宣布旗下一大批新片的档期

变动。《神奇女侠 2》北美档期由原定的 8 月 14 日推迟到
10 月 2 日上映。这不是《神奇女侠 2》首次改档了，此前
它曾定档去年 11 月和今年 6 月上映，后来因为疫情又改
到 8 月。如今这次再改档，也是华纳对疫情影响下的影
院、观众整体评估后，做出的决定。

安妮·海瑟薇主演的《女巫》原定 10 月 9 日上映，现
在直接撤档。至于华纳正在拍摄中的大片《黑客帝国
4》，原本预定 2021 年 5 月 21 日上映，现在推迟近一年，
2022年4月1日上映。

华纳大量电影重新定档，自然引发其他公司的电影
重新排兵布阵。譬如基努·里维斯主演的科幻冒险喜剧

《比尔和泰德寻歌记》提档一周，由 8 月 21 日上映改为 8
月14日上映，填补《神奇女侠2》原来的档期。

汤姆·汉克斯主演的科幻片《生化》(BIOS)档期推迟，
由原定的今年10月2日北美上映推至2021年4月16日。

《007：无暇赴死》也继续改档，北美档期提前五天，
11月20日上映。

当然，这些都是依据目前新冠病毒疫情状况所作出
的调整，接下来档期还会不会继续变，也不好说。

马泽望

《信条》《神奇女侠2》
《007》全都改档了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常
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溧阳市人民法院
将于近期在上述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sf.
taobao.com）进行公开拍卖活动，其中动产于2020年7月7日
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20年7月21日
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延陵西路66号商业房地产（建筑面积451.69㎡）
（2）飞龙东路108号-122（建筑面积45.82㎡）
（3）常州曙光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60%股权份额（300

万股）
（4）苏DM128Z宝马X3汽车一辆、苏D69E57本田雅阁

汽车一辆、中国建设银行鸡年、狗年压岁金
2、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武进横山桥镇五一新苑3幢甲单元901室（建

筑面积152.84㎡）
3、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龙与城 91 幢 301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

142.13㎡）
（2）常州市湖塘镇新城南都510幢甲单元702室（建筑面

积129.53㎡）
（3）常州市武进区路劲城9幢乙单元1301室不动产（建

筑面积134.93㎡）
（4）金坛区金城镇后阳村委桥西138号不动产（详见标的

页面）
4、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新北区凤凰湖西苑13幢乙单元1801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为129.03㎡）
5、溧阳市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于2020年7月20

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溧阳市苏浙皖边界市场二期D区底层18、19、20号

商业用房（建筑面积165.54㎡）
（2）常州市金坛区华苑一村2-204（建筑面积156.91㎡）

及3-08号车库（建筑面积24.83㎡）
（3）溧阳市南大街3号楼77号301办公用房（建筑面积

362.7㎡）
二、信息查询：上述拍卖标的物介绍、拍卖须知、拍卖公告

等详细信息可在淘宝网（网址：sf.taobao.com）和人民法院诉
讼资产网（网址：www.rmfysszc.gov.cn）上查询。

三、联系电话：0519-83980990；监督电话：0519-
85579358。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15）武商破字第1号之二

因常州中弘光伏有限公司破产
财产已分配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五条、第
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20年
6月3日裁定终结常州中弘光伏有限
公司破产程序。

特此公告。
二○二○年六月六日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15）武商破字第2号之二

因常州友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五
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
2020年4月30日裁定终结常州友鹏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特此公告。
二○二○年五月六日

公 告
常州嘉宏东都置业有限公司向

我局申请对湾城北路西侧、龙城大道
南侧地块五期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进
行深化，经审查，符合相关要求。请
相关利害关系人到该项目现场、售楼
处或登录常州自然资源和规划网（网
址 http：//www.zrzy.jiangsu.gov.
cn/cz），查看批前公示图并行使陈
述申辩权。公示时间2020年6月18
日——6月28日

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6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