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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青年导演亮了

2018年，国产电影共
上映393部，引进122部进
口片。票房过亿的影片有
82部，票房过10亿的有16
部。其中《红海行动》以36.5
亿的成绩夺得年度票房总冠
军，《唐人街探案2》《我不是
药神》也超过30亿票房，分
列二、三位，这三部国产电影
共获得101.47亿票房，占据
年度票房的 16.9%。从档
期来看，票房前五名的国产
电影均来自春节档、暑期档
等重点档期。

重点档期越来越能受
到片商的重点照顾，据统
计，2019年春节档更是有
14部电影提前定档，宁浩
的《疯狂的外星人》、韩寒的
《飞驰人生》、郭帆的《流浪
地球》、成龙主演的《神探蒲
松龄 2》、黑马续集《情圣
2》，还有周星驰的新作《新
喜剧之王》。从目前态势来
看，2019年春节档票房有
望创造出新纪录。

在 2018 年破 10 亿的
电影榜单中，《唐人街探案
2》的导演陈思诚、《我不是
药神》的导演文牧野、《后来
的我们》的导演刘若英、《一
出好戏》的导演黄渤均是青
年电影创作者，或者是跨界
新导演，这也说明目前中国
观众对青年导演的接受度
越来越高。同时，在日益成
熟的华语电影工业体系下，
青年导演也能更好地把握
电影制作的内核。

目前全国各省份具体
票房尚未出炉，根据截至
2018年11月底的统计，河
南以24亿元位列全国第九，
与 2017 年的全国排名持
平，但2017年的河南票房
为20.18亿，2018年具体票

房成绩则做到了稳中有升。

口水：“一吻跨年”凉了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地球最后的夜晚》上映首
日票房为2.6亿，这个成绩
要归功于预售票房，因为1
月1日票房刚过千万，排片
量也被《来电狂响》《海王》
成功反超，以14.4%的占比
位居第三。

在口碑上，《地球最后
的夜晚》成分裂化趋势，在
文艺青年云集的豆瓣上，它
的评分为7.3，而以普通观
众为主的猫眼和淘票票上，
它 的 评 分 分 别 为 3.7 和
5.4。专业影评人对该片的
评价普遍较高，“一部充满
梦幻与梦境的作品”“毕赣
导演更像是一个诗人，他用
电影来写诗”。而在普通影
迷看来，《地球最后的夜晚》
是匪夷所思的，猫眼电影的
观众评论是这样的画风，“贡
献了一年的票房，却在‘最后
的夜晚’被骗”“我睡得很舒
服，电影院的椅子不错，下次
还要来”“如果长镜头能拿
奖，我家门口的摄像头能得
奥斯卡……”

作为一部文艺片，以某
音乐创意短视频社交平台
为重点做营销，《地球最后
的夜晚》“一吻跨年”的宣传
可谓成功。然而当观众抱着
朝圣的心理从社交平台进入
电影院后，看到的却是一部
不知所云的电影，或许这是
该片遭到口碑垮塌的重要原
因。影评人“小庄”认为，《地
球最后的夜晚》把不是受众
的观众吸引到电影院，个个
打差评，真正的受众却不敢
进电影院看了。投资方是回
本了，但把毕赣导演下一部
的电影好感都败光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各大
卫视跨年演唱会后，“假唱”成
为关键词。

东方卫视邀请的《延禧攻
略》剧组，被网友质疑全员假
唱，许多网友纷纷留言，“演员
就好好地去演戏，学人家来唱
歌，还不好好唱”；一向发挥稳
定的张含韵一开口就跑调飘
音了。湖南卫视的跨年演唱
会上，TFBOYS演唱《喜欢你》，
忘词；火箭少女101合体演唱
却变成了车祸现场。江苏卫视
跨年演唱会上，朴树忘词，李荣
浩忘词加笑场。浙江卫视跨年
演唱会上，乐华七子一曲结束
后向现场观众打招呼时，头麦
均没有传出声音……

跨年演唱会是各大卫视
年度招商的重要阵地，但满满
的市场利益心和仓促的赶工
在假唱和失误面前无所遁
形。每家卫视都希望能网罗
到最火的艺人、最有流量的歌
手、最能引起观众共鸣的曲
目，所以我们看到有多位歌手
出现在不同的跨年晚会上。
在流量和看点得到保证的同
时，在邀约明星、场馆舞美的
打造上做到尽善尽美的同时，
却在最关键的环节出现失误，
让原本试图用诚意和情怀打
造的演唱会，最终成了网友的
笑料和搞笑动图。难怪有网
友调侃：“感谢各位明星大腕
能在百忙之中抽空出来敷衍
我们，下次拜托假唱也要对好

口型，好让我们觉得自己是被
认真骗的。”

跨年演唱会多了，歌手就
不够用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
以影视剧火起来的艺人。主
办方要的不是精湛的唱功，而
是虚无的人气，观众欣赏的也
不是台上演唱者的歌喉，而是
时刻注意他何时会忘词，何时
会出丑。多数都是不专业，偶
尔出现的专业歌手倒成了异
类，当审美成了大众审丑，当
音乐变成了网络笑料，如此真
金白银堆积起来的跨年演唱
会又如何彰显我们一直倡导
的文化与主流价值观。

再说假唱，从表面因素来
看是为了保障大型演唱会顺
利进行，杜绝现场失误采取的
非必要性手段，也是现场调音
和电视调音双方达不到一致
的无奈之选，但只能偶尔为
之，为何几乎成为常态？从根
本上来讲，就是一些没能力赚
音乐钱的艺人非要赚这份
钱。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作
为粉丝，你不可能要求你的偶
像样样精通；作为演出方，你
也没理由为了整体的演出效
果总是纵容艺人去假唱。

以往的假唱还都是“皇帝
的新装”，如今都已摆在了台
面上，但“假”字当头的演唱会
又会对来年的项目招商产生
什么影响呢？明知不可为而
为之，恐怕这才是最可悲的。

□王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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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年演唱会“意外”有点多

本报讯 在刚刚过去的元
旦小长假里，精彩纷呈的体育
赛事在全省各地全面铺开，这
份丰富的“体育节日大餐”，让
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运动带
来的健康和快乐。

元旦假期，河南省体育局
社体中心推出的多项“全民
系”赛事迎来收官。2018年
12月30日，第三届河南省全
民广场舞大赛决赛在汝州举
行。从预赛124支队伍中脱
颖而出的 35 支队伍同台展
示，交流竞技，争夺舞王。

2018年12月31日，河南
省全民汽车绕桩赛年度总决
赛在河南省体育中心南广场
落幕。汽车绕桩赛考验的是
选手面对前方障碍物的反应
能力以及临场的心理素质。

同日，2018亚洲国际象
棋业余锦标赛在郑州开赛。
来自11个国家的71位棋手齐
聚中原，前三名将获得国际棋
联候补大师和女子国际棋联
候补大师称号，此外大赛还设
立奖金共计5830美元。赛事
将一直持续到2019年 1月5
日。这是河南省首次举办的
高规格国际象棋洲际赛事。

2019年1月1日清晨，由
郑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19
年郑州市元旦长跑活动在绿
城广场举行，万余名市民在奔
跑中迎接新年。迎新年元旦
长跑活动是郑州市的一项传
统群众体育项目，深受广大体
育健身爱好者的喜爱，今年已
是第34届。

同日，2019年洛阳市元
旦长跑比赛暨迎新年马拉松
赛在洛阳市体育中心广场鸣
笛开赛，万余名长跑运动爱好
者欢乐“跑进”2019。

位于栾川县老君山的地
质广场上，2019奇境栾川迎
新马拉松赛也拉开了序幕。
这次栾川迎新马拉松赛由射
击世界冠军李金豹领跑，同时
还吸引了省内外马拉松高手
和众多马拉松爱好者前来参
赛。

同一时间，2019年全国
新年登高健身大会河南主会
场——云台山新年登高健身
大会在云台山景区拉开序幕，
来自全国3000余名登山运动
员和登山爱好者齐聚云台山，
开启新年登高之旅，决战云台
之巅。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玮皓

“跑进”新年

2018年，中国内地电影市场总票房突破600亿大
关，从具体情况来看，这既是档期的胜利，也是类型片的
胜利，更是青年电影人崛起的标志。2018年成绩斐然，
2019年更是可期，然而，青年导演毕赣的新片《地球最后
的夜晚》在肩负起开年电影的同时，也笼上了一层票房疑
云，预售过亿，首日票房2.6亿，次日票房刚过千万，这样
过山车似的大起大落难免不让人们对它产生质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贡献了一年的票房
却在“最后的夜晚”被骗？
开年文艺片《地球最后的夜晚》遭群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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