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娱 A202015年7月16日
责编陈向阳 美编 谢景豹 邮箱dhwhyl@sina.com品鉴

□记者 游晓鹏

本报讯 昨日上午，由河
南省美术家协会主办的河南
省青年美术作品邀请展在郑
州美术馆开幕，河南青年画
家创作的167件优秀作品将
在该馆展出至7月19日。简
短的开幕式后，省文联主席
杨杰、省美术家协会主席马
国强等逐一观看了画展作
品，与作者现场交流画技，并
与到场的青年画家、美术评
论家就此次邀请展进行了座

谈。
近年来，河南涌现出了

不少优秀青年画家，并在省
内外的美术比赛或展览中崭
露头角。据河南省美协副主
席兼秘书长刘杰介绍，此次
展览共邀请了58位青年画家
参与，他们均有作品入选第
12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或河
南省第十二届美术作品展
览，此次展出的都是代表作，
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雕
塑、水粉水彩、综合材料六大
类。

□记者 端子

暑假来临，电视荧屏烽烟四起。第2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综艺栏目”奖得主《中
国汉字听写大会》改版升级，重装归来。7月17日19：30，2015第三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全国总决赛首场复赛将正式开赛，一年一度的汉字书写狂欢就此开启。广东、湖南、甘肃、西
藏四个代表队率先闪亮登场，20位汉字高手将全力争夺晋级半决赛的5个名额。

□记者 王峰

7月 14日，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官方发
布了 2015 年 1 至 6 月的票
房统计，截至 6月 30日，全
国电影票房收入 203.63 亿
元，与去年同期的 131.5 亿
票房相比，同比增长率为
55%。从国产影片和进口
影片的对阵来看，由于《速
度与激情7》、《复仇者联盟
2》等强势外片的出现，使得
进 口 影 片 票 房 收 入 为
108.27 亿，高于国产影片
95.36亿的票房收入。

全国电影银幕数量的
增加和上座率的增长是票
房快速增长的两个主要原
因。据统计，仅今年第一季
度，全国就新开影院 322
家，新增银幕数近1400块，
新增座位17万个。根据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数据显
示，截至今年 6 月底，国内
共有 47 条院线，银幕数超
过 2.8 万块，城市影院达到
5660家，平均每天新增银幕
数近 28 块。另外，今年以
来，各大在线售票平台和电
商也开始如火如荼地打价
格战，“9.9 元看电影”的超
级票价越来越多，这样会吸
引更多观众进入影院。

从上半年票房收入前
10名的地区来看，前三名依
然是传统的票房大省广东、
江苏和浙江，北京和上海分
列四、五位，河南则以 7.16
亿的成绩位列第十，成为名
副其实的“二线甲”票房大
省，不过与第一名广东的将
近 30 亿的票房相比，我省
依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而在单条院线和单个影院
的竞争上，万达、中影星美、
广东大地、上海联和则成为

当仁不让的霸主。
将目光投向单片成绩，

会发现今年三部过10亿的
影片全是进口片，它们分别
是《速度与激情 7》（24.26
亿）、《复仇者联盟2》（14.66
亿），以及刚刚下线的《侏罗
纪世界》（12.93 亿）。而国
产 片 的 票 房 冠 军 为 获 得
9.74 亿的《澳门风云 2》，其
余依次为《天将雄师》、《狼
图腾》、《战狼》、《杀破狼
2》、《左耳》、《奔跑吧，兄
弟》、《钟馗伏魔》、《重返20
岁》和《何以笙箫默》。

从国产影片前十强的
构成来看，春节档依然是

“票仓时间”，前三名均是2
月 19日羊年大年初一上映
的电影，而《战狼》和《杀破
狼 2》的成功让人们看到了
硬派电影类型片的潜力，
《左耳》、《奔跑吧，兄弟》和
《何以笙箫默》三部 IP电影
的成功注定还会让“青春”+

“IP”的项目火一阵子，而正
在上映中的《小时代 4》和
《栀子花开》势必会挤进全
年国产片票房十强的名单。

票房的飞速增长能代
表 国 产 电 影 的 长 足 进 步
吗？事实并非如此，在今年
的上海电影节上，一些业内
人士就给出了专业意见，博
纳影业总裁于冬就认为“快
餐式”的电影生产和营销现
象很不正常，而上影集团总
裁任仲伦认为，中国电影的
发展应该分两方面看，一方
面是消费能力和竞争力正
不断提升，但另一方面，市
场消费的竞争力不等同于
电影文化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在技术、工业、市场规
范和生产内容等方面还与
打造‘东方好莱坞’的目标
存在着差距”。

准备好纸和笔
看《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吧

河南省青年美术作品
邀请展在郑州开幕

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公布
过10亿的都是进口片

在往届的汉字听写大会中，
成人听写团一直是关注的焦
点。今年则由新华网、光明网、
中新网、央视网、搜狐网、凤凰
网、百度、《长江日报》、《大河
报》、《现代快报》等主流网站、纸
媒招募的媒体竞赛团替代原来
的成人听写团，10支媒体代表

队在“第四现场”你追我赶，厮杀
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第一现场。

“这样的比赛让我更热爱汉
字了，觉得词典比什么小说都好
看。”大河报的选手代表魏旭丽
说，为了更好地迎战比赛，她经
常一个人猫在灯光比较亮的宾
馆卫生间里翻阅词典，记了厚厚

的一本疑难字笔记。而随着比
赛越来越激烈，选手熬夜看书的
时间也越来越晚，团队的正确率
和个人正确率都悬在每个人的
心上。尤其是遇到选手们很快
写出而成年人却抓耳挠腮的疑
难字，媒体团更会感慨不已，中
场休息时赶紧讨论。

往届汉听大会都是由某地
选拔出某一所学校的5位选手
出战，今年改为多校优胜者组
队，力求实力最强的5名高手入
围。从今年3月起，节目组在全
国31个省、市、区开展巡回赛，5
月下旬，选拔全部结束，包括港
澳台代表队以及国际联队在内
的36支代表队全部产生。

今年还采取了全新的竞赛
方式。往届汉字听写大会都是

单人轮流上台书写，有的选手
尽管总体表现优秀，但如果“运
气不好”碰上一个难写的字就
会被挑落马下，对手则可能“坐
收渔利”。今年改为每次都是
两位选手同时上场，书写同一
题目，都写对或者都写错比赛
继续，直到其中一人失败离
场。这对竞赛的公平性和戏剧
性也是一大提升。

采用双人对抗赛制后，每

一对新上场的选手的第一题都
将从常用易错字开始，第二题
为应知应会类字词，第三题开
始则进入带有经典例句的高难
度题型，点评嘉宾郦波、蒙曼、
康震、张一清等“名嘴”将负责
为观众带来超越字词的文化内
涵解读。这样一来，不同难度
的字词将呈梯级分布，观众可
以全程参与互动。

2015年节目录制之前，总
导演关正文给参加节目的文化
嘉宾们发了一封公开信，坦率
地承认节目曾在考题设计上出
现了一定的问题，今年会有所
调整，“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
活起来”。

举个例子，“大车无輗”的
“輗”字是 2015 年的考点字。
原文出自《论语》：“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

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意思是：
“人要是失去了信用或不讲信
用，不知道他还可以做什么。
就像大车、小车没有了车辕与
轭相连接的木销子，它靠什么
行走呢？”“輗”是牛车车辕与轭
相连接的木销子。关正文认
为，原文有趣，例句就会被激
活；例句有趣，字词就会被激
活。观众接收到的，就不再是
生冷的字词，而是历经千年积

淀的、鲜活的前人智慧。再难
的字词，也因此有了道理，有了
趣味，有了传播的价值。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央视
《百家讲坛》主讲人郦波已经连
续三届担任汉字听写大会的文
化嘉宾。在他看来，汉字听写
大会题库的改变也透出节目的
价值观：不是来秀汉字，或是炫
认识多少汉字的，而是通过汉
字了解其背后的文化。

题库变了 | 通过汉字了解背后的文化

比赛方式变了 | 两位选手同时上场

成人听写团变了 | 媒体竞赛团“激烈厮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