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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0 日是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也是全
国影院暂停营业的第158天。全国影院随后
将在理论上进入2020年的下半场,影院何时
复工?暑期档还会有吗?国产片、引进片片源
如何?2020年电影下半场的悬念与压力并存。

暑期档大概率消失

电影暑期档一般在每年6月下旬启动,8
月下旬结束,长达两个月的暑期档,是全年最
重 要 的 票 仓 期 。 艺 恩 的 数 据,2014 年 至
2019年,暑期档票房占全年票房的比重分别
为 30.8% 、28.4% 、27.3% 、29.3% 、28.6% 、
27.7%。不断刷新国产电影票房新纪录的新
片,均出现在暑期档,比如 2017 年的《战狼
2》、2018年的《我不是药神》及2019年的《哪
吒之魔童降世》。

而2020年的暑期,观众们热议的影视作
品,恐怕要转向小荧屏,前有《三叉戟》《传闻
中的陈芊芊》火热收官,随后《局中人》对决上
线；《隐秘的角落》引爆朋友圈,同属“迷雾剧
场”的《沉默的真相》《在劫难逃》等已经跃跃
欲试。

2020年暑期档小荧屏完全压倒大银幕,
源于目前影院复工尚无时间表。在 6 月中
旬,《倒戗刺》《平原上的摩西》《坚如磐石》等
多部新片曾发布动态,但电影市场终端影院
复工遥遥无期,让影片项目的推动无法有确
切消息,这是一个连锁效应。连锁效应还体
现在影院的经营上,截至目前,天津、重庆、苏
州、石家庄等城市,共有 10 家以上的影院确
定倒闭。

猫 眼 专 业 版 的 数 据, 截 至 6 月 28 日,
2020 年中国内地电影票房为 22.42 亿元,其
实这个票房数字真正的统计日期,应该是 1
月 1 日至 1 月 23 日这 23 天的票房。记者统
计发现,2019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电影票
房是 313.26 亿元。2019 年暑期档,在《哪吒
之魔童降世》的引领下,暑期档报收 177 亿
元。从目前情况看,2020年电影暑期档消失
已经是大概率事件。

华语片备货算充足

暑期档大概率消失的原因,主要来自于
终端影院复工的不确定性,虽然相当长时间

的停工对电影的制作产生一定影响,不过目
前看华语片未来多半年的备货还是比较充
足。其中,积压下来的春节档大片,是华语片
目前比较重要的片源。

2020 年春节档皆为大体量制作,除了
《囧妈》选择线上播出,其他重量级影片都选
择了等待。陈思诚执导,刘昊然、王宝强、妻
夫木聪等主演的《唐人街探案 3》,位居目前
待映影片想看指数之首。此前有消息传出,

《唐人街探案 3》很难在暑期档上映,将选择
大的档期上映。就目前情况来看,影片至少
要等到国庆档,不然就是明年的春节档了。
导演陈思诚此前曾在活动中表示,《唐人街探
案 3》会选择合适的档期、一定在大银幕与大
家相见,并透露有可能延期到 2021 年春节。
目前 2021 年 2 月 12 日春节档确定上映的影
片,是路阳执导,雷佳音、杨幂、董子健等主演
的《刺杀小说家》。

《姜子牙》《紧急救援》《夺冠》《急先锋》等
之前春节档待映影片,也在想看指数里位居

前列。其中《夺冠》春节前举行过影院经理和
媒体看片会,口碑非常好。在待映影片的名
单里,还有《八佰》和《兰心大剧院》《情圣 2》
等影片的名字。阵容浩大的《八佰》时长达
165 分钟,曾是去年暑期最受瞩目的影片之
一。巩俐领衔的《兰心大剧院》去年曾获得过
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提名。大导演张艺谋目
前有三部待映作品,包括谍战题材的《悬崖之
上》、现代题材的《坚如磐石》,以及尚无太多
消息传出的《一秒钟》。

引进片情况不乐观

在影院复工后,除了华语片,引进片也是
重要片源。不过近期美国疫情不容乐观,好
莱坞大片的档期被打乱,重量级影片档期不
断推迟,不确定性增加,这些大片引进中国上
映的日期也相应被推迟。

诺兰导演的新片《信条》,上周末宣布改
档,本片自从原始的 7 月 17 日改档至 7 月 31

日后,现在又被推迟到了 8 月 12 日北美公
映。而原本定于 7 月 17 日十周年重映的《盗
梦空间》,现在也被推迟到了7月31日。

华纳兄弟出品的《信条》,被认为是好莱
坞今夏最重量级的影片。华纳兄弟发表声明
称,“当影院做好准备,公共健康官员认为时
机成熟时,华纳兄弟希望将《信条》带到大银
幕上。”继《信条》改档后,原本定档 7 月 24 日
的《花木兰》也紧跟其后,宣布延期四周至 8
月21日。

北美暑期档两大“希望”改档到暑假末尾
后,也引发连锁反应,派拉蒙的《冷血悍将》从
今年 9 月 18 日改档至 2021 年 2 月 26 日,基
努·里维斯主演的《比尔和泰德寻歌记》从今
年8月14日推迟到8月28日上映。罗素·克
劳主演的《精神错乱》从7月10日推迟到7月
31 日上映。北美暑期档彻底废掉了,好莱坞
引进片在中国影院的上映日期也会被无限期
推迟。

倪自放

影院何时复工?暑期档还会有吗?

20202020电影下半场电影下半场
悬念与压力并存悬念与压力并存

多次参加综艺选秀的选手，往往被网友们戏谑地称
为“回锅肉”，多少带上点不屑的语气。近日，易烊千玺在
男团综艺《少年之名》中却明说“我挺讨厌‘回锅肉’这个
词”，随即登上了微博热搜，引发广泛的讨论。为何选秀
新人出道时，常常反复“回锅”？

在综艺《少年之名》中，易烊千玺是以导师身份表达
他对“回锅肉”的态度。一位选手被网友称为“回锅肉”，
在节目中委屈地哭了，易烊千玺看到后安慰选手：“我挺
讨厌‘回锅肉’这个词，说这种话的网友带着一种嘲讽的
语气，但你们先问问你自己，有没有在摔倒之后，有爬起
来从头再来的勇气。”

这位选手在参加《少年之名》以前，曾参加过另外一
档选秀节目，这种现象在《少年之名》中也较为普遍。在
著名乐评人卢世伟看来，多次参加电视比赛节目以求“出
道”，这种现象一直存在，已经形成了一种生态。“最早央
视的青歌赛，就有很多选手反复参赛，为了拿到金奖可以
连续参加四届。”

在素人电视选秀火起来之后，“回锅肉”就成为受关
注的现象，已经成名的纪敏佳、张杰都不止参加过一次选
秀节目。卢世伟能理解这些选手频繁登台的出发点：“现
在选秀节目越来越多，不同节目的定位也不一样，每个选
手都希望拿到最好的结果，就来来回回出现在不同的节
目中。”

反复参加综艺选秀，也成为年轻艺人增加曝光度的
捷径。著名音乐人、乐评人郭志凯透露，很多选手在登台
选秀节目之前，就已经签约了经纪公司，公司为了推新人
就会让他们频繁参加选秀，“参加选秀相当于新人的一份
工作，背后是经纪公司在安排。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
亮，新人参加的节目多了，就有可能被观众记住。”而一位
供职于经纪公司的从业者也表示，现在已经不是靠发行
一张高质量的专辑就能捧红艺人的年代，观众的视线被
电视、网络节目抢占，必须让新人反复出现在观众面前，
增加他们的“记忆点”。

“我个人不是很建议新人过于频繁地参加同类节
目。”卢世伟说，除了会让观众新鲜度降低外，选手也容易
受节目“套路”影响，“我做过很多选秀节目的评委，选秀
节目是有套路的，环节上会有设计，节目组会希望选手在
某些地方要有‘梗’。”在这方面，所谓的“回锅肉”确实比
新人表现得要好，但卢世伟觉得，这也容易让他们变成

“选秀油子”，顺应比赛的套路，反而变得不像自己。
“回锅肉”反复出现也让业内人士担忧，同类型的选

秀节目太多，过度开发演艺圈的资源。“现在行业发展过
快，选秀节目太多，都在找人，但是客观上说，能找出来的
新人就只有这么多。”卢世伟说，“这也导致了很多条件不
够的人都被选上，对行业的发展很不利。” 韩轩

“回锅肉”被群嘲，
这“锅”该谁来背？

一年一度的中国电影金扫帚奖举
行线上颁奖典礼，《上海堡垒》《诛仙
Ⅰ》《下一任：前任》当选“最令人失望
影片”，肖战和孟美岐凭借《诛仙Ⅰ》分
别获得最令人失望男女演员奖。没有
任何一位获奖者来到现场或以连线方
式领奖。

科幻片《上海堡垒》自称“剧本筹
备 6 年打磨 3 年”，在上映前被寄予厚
望，然而上映后遭到观众疯狂吐槽。
香港导演程小东的《诛仙Ⅰ》在创作上

既失去了武侠内容的精髓，也失去了
程式动作片的澎湃气概。至于两位流
量演员肖战和孟美岐在《诛仙Ⅰ》中的
表现，组委会给出的评价是：肖战无法
赋予角色性格魅力，表演用力过猛，没
有整体感，人物成了赶场木偶；孟美岐
则以相当随意的表演，将碧瑶这一角
色充满了浓烈的女团气质，增添了不
伦不类的仙风道骨，蹩脚另类得有情
有义。

“金扫帚”创始人程青松介绍，中国

电影金扫帚奖今年是第 11 届，本届评
奖由青年电影手册联合18家新媒体公
众平台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公投网络
票选，之后由27位专家评委进行终评。

除了给烂片“发奖”，当天颁奖典
礼也表彰了 2019 年度涌现出来的优
秀国产电影作品。《地久天长》《红花绿
叶》《南方车站的聚会》《风中有朵雨做
的云》等10部影片获得“青年电影手册
2019 年度华语十佳”。咏梅、王景春、
艾丽娅、齐溪、张颂文等获得表演单项
奖项。 袁云儿

“金扫帚奖”颁奖 肖战孟美岐“中枪”

有网友近日在社交账号给周杰伦留言：“哥，还不睡
觉？熬夜也长胖哦。”周杰伦随后回复：“难怪怎么瘦不下
来。”

得知周杰伦的神回复后，网友也很调皮：“奶茶无罪
释放了，都是熬夜的锅。”“杰伦发现真相后，立马点了一
杯奶茶冷静一下。”

曾几何时，周杰伦一直保持着好身材，一度拥有六块
腹肌。没想到结婚后，他的身材管理逐渐失控，甚至胖到
粉丝都认不出。

粉丝一度将奶茶视为周杰伦变胖的“罪魁祸首”，因
为他实在是太爱喝奶茶了。不管是出席活动，还是在后
台，周杰伦手里都少不了一杯奶茶。常喝这种高热量饮
料，不胖才怪！

这两年，周杰伦工作之前都会戒奶茶，跟妻子昆凌结
伴健身，重塑好身材。但回归宅家生活后，周杰伦就会放
飞自我变“胖伦”。

如今，除了奶茶，变胖的第二个原因找到了。周杰伦
会真正瘦下来吗？ 龚卫锋

错怪奶茶了？

周杰伦找到
变胖的另一个原因

随着悬疑剧《隐秘的角落》在端午假期的
观看量再上新台阶，饰演朱朝阳父亲的张颂
文在剧中展现了教科书式演技，顺势受到观
众关注。

有网友扒出张颂文的一段采访，他爆料自
己属于那种40岁都没有一套房子的人，引发热
议。6月26日，张颂文在微博大方回应此事。

他表示，自己曾有过一段收入极低的时
期：“我从 2002 年拍戏至今小 20 年了，当中
有十年收入极低，每笔钱都要思考怎么开销，
稍有不慎就会让日子难堪，后来收入无法支
付市区的房租了，就搬到了远郊的农村平房，
一住就是十一年。”张颂文也并没有觉得日子
很苦：“来过我家的朋友都知道，我租的平房
宅子虽然质朴，但被我收拾得非常舒适，满园

都是我种的花花草草，周围的集市各种蔬菜
瓜果也很划算。很多朋友爱来我家小院做
客，我猜他们是真心喜欢的。这样的生活气
息给了我很大的安抚。”

相比起来，这几年张颂文的日子要比前
几年好过，工作量明显变大，他也肯定了这一
点：“这几年特别感谢同行前辈们的肯定，他
们一直找我拍戏，让我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
的改善，可能是我努力的回报，也可能是所谓
的命吧，尽人事听天命是我爱说的一句。”

所以，现在有钱买房了吗？张颂文诚实
回应：“顺嘴说句，采访是年前的事，以为可以
今年再努力些，能在老家买套房子，目前看好
像还是不行。”他也笑言：“我租谁的房都催眠
自己，这就是我买的⋯⋯我肯定要买的。”

张颂文此前因出演《春风沉醉的夜晚》
《西小河的夏天》《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等文艺
片受到关注，近年他开始演电视剧，关注度进
一步提升。

今年剧版《唐人街探案》播出后，张颂文
圈了一波剧粉。接着《隐秘的角落》播出，张
颂文的热度持续高涨。 龚卫锋

因《隐秘的角落》蹿红

张颂文回应40岁买不起房的事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0）营字第28-4

注：原定 07 月 05 日 06:30-20:00 停电：
10kV洪丰线北塘河东路#1环网柜：洪丰线1110
开关后段停电撤销；

原定07月 08日 08:00-07月 09日 19:
00停电：35kV森塔线、35kV天禄线停电撤销，
请以上线路的相关客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07 月 03 日 08:30-17:00 停电：35kV 常
热线；

05:30-14:00停电：10kV东亭线小河变至
富民景园#7中01开关至孟河固村A1502开关
（停电范围：孟河苗圃、隆达机械厂、佳森电器等
孟河、春江等相关地段）；

10kV卧龙线全线（停电范围：敏瑞精密压
铸、鼎豪车辆配件、南挂车辆部件等孟河等相关
地段）；

06:30-17:00停电：10kV科技线天合光能
148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震宇金属表面处理、孚
林新材料科技、友机光显电子科技等三井、龙虎
塘等相关地段）；

10kV南海线韦米克C1976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三菱电机士林电装品、创耀船用电子、摩诺
克里斯光伏科技等新桥、三井、龙虎塘、安家等相
关地段）；

10kV创大线全线（停电范围：腾冉实业投
资、京信电线、益豪建设等河海、三井、龙虎塘、安
家等相关地段）；

20kV光伏二线全线（停电范围：安瑞达新材
料、优谷新能源科技股份等龙虎塘、安家等相关
地段）；

20kV浏阳线全线（停电范围：库柏电气、永
祺车业股份、天合光能股份等三井、龙虎塘、安家
等相关地段）；

10kV高博一线全线（停电范围：同惠电子股
份、综合保税区投资开发、庄信万丰电池材料等
三井、龙虎塘等相关地段）；

07:30-12:30停电：10kV新街线新市路#1
环网柜：新市路#1箱115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
扬家弄部分等五星、南大街等相关地段）；

10kV锦海一线嫩江变至职教中心C1380
开关至技师学院B1063开关（停电范围：城市照

明管理处、新桥第二实验小学等三井、新桥等相
关地段）；

07月04日05:30-18:00停电：10kV申江
线花庄B1755开关前段（停电范围：中国石油天
然气股份等孟河、小河等相关地段）；

10kV绥南线张家777开关至礼南A1961
开关（停电范围：科悦电子、川野园林绿化工程、
万翔车辆部件等小河、西夏墅、孟河、万绥相关地
段）；

07月06日06:00-20:30停电：35kV魏水
线、35kV翻水线。

配变及部分停电：
07月03日05:30-14:00停电：10kV后园

线墅苗港西配变；

07:30-13:30停电：10kV新街线龙船浜5
幢配变、龙船浜配变；

08:00-11:00停电：10kV龙虎线仙龙前胡
庄配变；

08:00-12:30停电：10kV电子线体育花苑
#4变电所：0.4kVI段401开关后段。

尊敬的客户，即日起下载“网上国网”APP，
实名制认证并绑定户号，即可实现交费、办电、信
息查询等一站式服务。

注：以上线路停电检修，早完工早送电。凡
有双电源的单位，应自行拉开停电线路进线开关
和闸刀，严禁向停电线路倒送电。如遇雨雪天气
无法工作或其他特殊原因，计划停电有可能会临
时撤消，请关注报纸和网站信息。

网上国网

声明作废
86603740
△常州陶源化工有限公司遗失
苏 D（新）安 经 字【2017】
000521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声明作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〇二医
院遗失017850号常州市住房
公积金单位登记证，声明作废。
△陈贝遗失JSZF04004980号
江苏省行政执法证，声明作废。
△常州市尚艺教育培训中心遗
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320404550215989T，声 明
作废。
△江苏城致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32040400020190813011
3号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江苏城致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寻回
后不再使用。
△常州正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320400000003639， 声 明
作废。
△常州正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财务章一枚，声
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张倩遗失工程师证（水产专
业），级别：专技中级，取得时
间：2018 年 9月 12日，编号：

CZZJCD201803212， 声 明
作废。
△钱生娣遗失320422193712
17120263 号 残 疾 证 ，声 明
作废。
△王庆忠遗失320422196407
17141013 号 残 疾 证 ，声 明
作废。
△常州佳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遗失单位公积金登记证，
证号：011243，声明作废。
△常州匠人规划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遗失通用机打发票，发票
号码：00101634-00101643，
发票代码：132041280530，声
明作废。
△陈彤彤遗失M320848351号
医学出生证明，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常州市金坛区茅山书

画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204135097425339） 。

经理事会决议拟向常州市

金坛区区民政局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于登报日起

45天内向本单位申报，逾

期作放弃处理，特此公告。

常州市金坛区茅山书画院

2020年7月2日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0）营字第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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