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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 锋

在每年大大小小十几个档期中，
中秋档并不算起眼，但近年来却表现
不俗。2015年的中秋档累计票房达
到6.04亿元；2019年中秋档累计票
房达到7.36亿元。据统计，今年的
中秋节期间，将有12部影片次第上
映，涵盖灾难、爱情、青春、动画、喜
剧、悬疑等各种题材类型。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
身而出的凡人”，这是写在中秋档影
片《峰爆》海报上的一句话，也清晰点
明了影片的主旨。这部将于9月17
日正式上映的影片围绕一场罕见的
地质灾害展开：云江县城突发地陷，
山体滑坡、泥石流接踵袭来，县城16
万民众危在旦夕，即将被泥石流吞
没。千钧一发之际，以洪赟兵（黄志
忠扮演）、洪翼舟（朱一龙扮演）父子
为代表的“基建人”挺身而出，勇敢逆
行，为救护民众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
的生死救援。

《峰爆》是国产片中不太多见的
“灾难片”，此前同类型经典影片《唐
山大地震》《烈火英雄》《中国机长》等
均收获了较好的口碑和票房。《峰爆》
有黄志忠、陈数、焦俊艳等实力派演
员加盟，从前期曝光的预告片来看，
该片特效运用也较为出色，有望领跑
整个中秋档。

9月19日中秋节假期首日上映
的《关于我妈的一切》由赵天宇导
演，徐帆、张婧仪、许亚军领衔主
演。这是关于一个普通女性的故
事：对外，“唠叨母亲”季佩珍是一个
称职的老师，对内，她是一个任劳任
怨的妻子、母亲、儿媳。除了工作，
她把自己的大半辈子都用来照顾家
庭，却并不能避免平静生活下的暗
流涌动。与女儿的矛盾分歧，照顾
阿尔兹海默症婆婆的心力交瘁，雪
上加霜的是，刚刚退休不久，她就被
查出得了癌症……

入围2021年北京电影节主竞赛
单元的《关于我妈的一切》，集中展现
母女间的现实情感羁绊，投射真实而
复杂的母女深情。纵观今年上映的
影片，亲情题材类型颇为亮眼。春节
档的《你好，李焕英》和清明档的《我
的姐姐》均凭借真挚感情打动了万千
观众。从前期点映的情况来看，《关
于我妈的一切》也是一部“催泪弹”。
影片在中秋佳节上映，时机选择得可
谓巧妙。中秋节含有“万家团圆”的
美好寓意，一家人一起观看这部温情
影片，从中感受亲情的可贵，也愈加
珍惜与家人相处的美好时光。

同样于9月19日上映的《我的青
春有个你》改编自2004年出版的畅
销小说《草样年华》，影片围绕邱飞和
周舟两人的青春记忆、情感纠葛展
开，讲述了一段炽热真诚却又留有遗
憾的青春爱情故事。影片由林子平、
孙睿执导，王可如、刘冬沁领衔主
演。《草样年华》18年前曾“火爆全
网”，光纸质小说就创下过300多万

册的销量记录，版权销往33个国家和
地区。原书作者孙睿此次担任《我的
青春有个你》的编剧。这个中秋假
期，很多当年《草样年华》的粉丝将走
入影院，在大银幕上找回青春记忆。

喜剧片方面，由于谦、贾冰、印小
天主演的《狗果定理》将于9月19日
上映。影片通过萌宠小狗“果汁儿”
将四个独立而又彼此相关的故事紧
密串联在一起。或关于自我、或关于
亲情、或关于爱情，每一个故事的情
感内核都准确击中都市人生活中常
见的情感痛点。主人公们通过“果汁
儿”寻找幸福，拨开心灵迷雾，得到对
生活和情感的领悟。值得一提的是，
影片还关注了流浪动物的生存问题，
表现了人对流浪动物的爱与关怀。

《日常幻想指南》由同名网络人
气漫画改编，王彦霖、焦俊艳领衔主
演。影片带有奇幻色彩，讲述主人公
阿震在一次意外被雷击中后，获得与
物品对话的超能力，平淡无奇的生活
中因而发生了一系列让人啼笑皆非
的趣事。

中秋节期间还将有三部动画电
影上映，为带着孩子走进影院的家长
提供丰富选择。《山海经之小人国》由
《山海经》中“小人国”的故事内容改
编，讲述了周饶小人国的王子锤木，
意外之中闯下大祸，导致父亲变成石
像，一路经历冒险，重新拯救了父亲
和王国；《摇滚藏獒：蓝色光芒》是
2016年暑期上映的《摇滚藏獒》的续
集；西班牙动画电影《麦哲伦环游历
险记》讲述了真实历史人物麦哲伦的
奇妙探险旅程。

著名导演贾樟柯的纪录片《一直
游到海水变蓝》也将在中秋假期上
映，影片以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60
年代和70年代的三位作家贾平凹、
余华和梁鸿作为最重要的叙述者，他
们与已故作家马烽的女儿段惠芳一

起，通过各自的表达，重新
注视社会变迁中的个人与
家庭。

此外，中秋节期间，抗
美援朝纪录电影《1950他
们正年轻》也将继续放
映。该片历时四年制作完
成，通过26位平均年龄88
岁的志愿军老兵的口述，
表现中国人民志愿军伟大
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
义精神，奏响他们谱写的
一曲曲英雄赞歌。

自从9月3日上映后，《1950他
们正年轻》感动无数观众，赢得爆棚
口碑，豆瓣评分已达9分。导演宋
坤儒说：“这部纪录片就是百分之百
为年轻观众打造的。”他希望有更多
的年轻人能走入影院观看这部影
片：“我不是第一个拍摄这个题材的
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纪录片的
力量就在于启迪、光亮，我们是一根
火柴，只要点燃，就会发亮。这个光
亮，难道不是纪录片对于观众最大
的意义吗？”

再过几天就是万家团圆的中秋节了。在中秋月圆之夜，

和家人一起去电影院看一部电影，也是一种不错的团圆方式。

今年的电影中秋档，前有市场表现没有达到预期的暑期

档，后有大体量电影扎堆上映的国庆档，中秋档将为观众献上

怎样的影片，又能否为受到疫情影响的电影市场注入新的活

力，受到影迷高度关注。

中秋假期档

12部影片
银幕“团聚”

“坚决反对唯流量论”“坚决抵制畸
形审美，反对泛娱乐化”……近日，随着
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
艺节目及其人员管理的通知》，“清朗”
专项行动不断深入，对各种网络乱象进
行整治，部分网红通过“卖丑”收割流
量、以此谋利的套路也走到了尽头。

网络时代，平台追逐热点和流量，
个人需要平台展示自己、赢得关注，这
本无可厚非。然而，一些所谓“网红”并
不是以积极向上、实实在在的内容创作
吸引观众，而是选择在平台上哗众取
宠，以求迅速走红。最近，自创“集美”

“耶斯莫拉”“夺笋”等网络热词出圈的
主播郭蓓蓓“郭老师”，被抖音、微博封
禁社交账号。“郭老师”最初的网络形象
是一名农村女性，平时直播自己的日常
生活，在直播圈默默无闻。后来，她发
布了一段吃猕猴桃的视频，视频中的她
不修边幅、言语夸张、表情做作，一口气
将整个猕猴桃塞进嘴里，随即痛苦地发
出怪异的叫声。伴随着这个视频，第一
句“郭言郭语”“迷hotel”诞生了——这
是“郭老师”对猕猴桃的特别称呼。“郭
言郭语”看似人畜无害，但为了刺激观
众眼球，身为主播的“郭老师”频频做出
辱骂粉丝、挑衅他人、暴力涉黄等举动，
直至被封禁社交账号。

“土味，但上头”，互联网生态中，通
过夸张、出格的举动吸引关注，似乎一
直很有市场。此前，一则“人类高质量
男性求偶高质量女性”的视频流行起
来。视频里的主人公徐勤根梳着油头，
脸上抹了厚厚一层白粉，表情生硬，说
话磕巴，语气乍一听很真诚，表达却仿

佛小丑般浮夸、滑稽。特殊的妆造和动
作为他引来了流量，这个视频迅速上了
热搜。之后徐勤根受邀拍摄哈尔滨新
型口感啤酒广告，并马不停蹄开通付费
粉丝群，年会费高达7.5万元，月会费也
要2.5万元，最终因涉嫌打造“杀猪盘”，
账号被禁言，倒在了流量收割的前夜。

应该说，“审丑”文化也是一种亚
文化，即用丑的呈现方式来娱乐大
众，破解审美疲劳，最初的确会让人
感到新奇，在一种轻松、戏谑的氛围
中缓解压力。比如，令郭蓓蓓走红

的，很大程度上是她展现出来的农村
女性形象让观众感到放松、亲近，加
上“郭言郭语”在网络空间迅速传播，
人 们 在 模 仿 的 过 程 中 获 得 某 种 默
契。然而，由于没有才能、技艺的支
撑，这种内容输出难以为继。为此，
一些网红会通过更激烈的言行去取
悦观众。正如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
韦尔施所说：“从艺术当中抽取了最
肤浅的成分，然后用一种粗滥的形式
把它表征出来；这其中，美失去了它
更深邃的感动人的内涵，充其量也是

游移在肤浅的表层，更甚者是伟大的
崇高堕落成了浅薄的滑稽。”

互联网时代，媒介无时无刻不在塑
造着人的观念和意识。跟随网红一同
沉浸在“审丑”中，短暂又高频的刺激会
让人丧失判断力，将庸俗恶俗当作流
行，放弃言行克制和理智思考，陷入道
德和价值虚无主义。久而久之，人们会
从最初的调侃、看热闹转变为认同、模
仿，沉迷于通过“造梗”、抖机灵来满足
情绪需求。而需要我们警醒的是，如果
单纯地满足感官娱乐，精神世界会越来
越荒芜，人们将无法探讨那些深刻、幽
微、宏大、复杂的话题。

面对“审丑”文化的流行，有一些声
音以受众人口不断下沉，用户整体素质
降低为理由，试图赋予网络“审丑”以合
理性。应该说，保持必要的多元、包容，
的确是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现实要求，但
不管是创作者、传播平台还是受众，都
不应该助推这种畸形文化，让精神文化
生态在无度的娱乐中荒芜沙化。

道德是文化之骨，文化是民族之
骨。在美学范畴内，“审丑”美学从来不
是让人们崇尚丑、崇尚低俗，而是为了
批判丑、赞扬美。长期以来，过度追求
自我表达，愈演愈烈的装疯卖傻、“无厘
头”式的消遣，虽然通过瓦解传统的种
种束缚，暂时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但
终将因为背弃严肃命题，导致生命力衰
竭、枯萎。如今，越来越多的观众对这
种解构传统的模式感到腻味，在被拆解
一地的文化碎片上来一场崭新的“建
构”，才是新时代对大众文化建设提出
的现代性要求。

土味“审丑”不应“上头”
□ 吴雨阳

□ 本报记者 周 娴

“十四五”时期，是加快推进江苏电
影强省建设的关键时期。为了聚合电
影发展资源，聚力电影精品创作生产，
聚焦电影事业产业发展，推动江苏电影
高质量发展，9月10日，江苏省电影局
发布了《江苏电影“十四五”行动计划》。

《计划》包含“精品创作攀登行动”
“科技创新赋能行动”“事业产业提质行
动”“基地平台建设行动”“人才队伍培
养行动”“管理服务提升行动”等六大行
动18个方面工作。

“出好片子”，
每年力争出品6部重点电影

在六大行动中，排在第一位的是
“精品创作攀登行动”，提出要以“出好
片子”为中心任务，打造一批彰显中国
精神、时代气象、江苏元素的电影精品
力作。

江苏历史悠久，文化遗产独特多
样，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文学资
源，为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强大丰厚
的素材支撑和优越的创作条件。《计划》
提出，要充分挖掘江苏的历史文化资
源，加强重点电影选题规划，聚焦重大
历史题材、重大革命题材、重大现实题
材以及江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
大实践，把握重要时间节点，推出一批
主旋律重点影片。

在“十四五”期间，江苏要聚焦“一
剧之本”，注重源头原创，加强重大题材
组织策划，实施优秀文学作品剧本转化
工程，推出电影剧本孵化计划，推进优
秀电影剧本创作。

江苏对此设定目标：每年力争出品
6部重点电影，3部票房过亿影片，获全
国“五个一工程奖”、华表奖、金鸡百花
奖等中央和国家级电影奖项位居全国
前列。

想发展好电影事业，必须“聚天下
英才而用之”。“十四五”期间，江苏要通
过整合省内高校电影教育资源，探索设
立青年导演基金，将电影人才纳入全省
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高级职称考核
认定范围等措施，打造一支高素质电影
人才队伍。

科技赋能，
重构现代电影工业体系

从早年的现象级科幻电影《阿凡
达》到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头号玩家》，
再到体现中国电影工业水平的国产科
幻片《流浪地球》……不同风格、不同类
型的故事都离不开科技的支撑。

近年来，逐渐普及的VR（虚拟现

实）、AR（增强现实）、大数据、AI（人
工智能）等技术让科幻电影一路高歌
猛进，科技顺理成章成为电影的“造
梦者”。

《计划》中明确提出，“十四五”期
间，江苏要推动电影与科技深度融合，
以科技手段赋能影视制作流程，加大电
影新技术供给，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工
业化方式重构现代电影工业体系。

推动影院提档升级，为观众带来
更多沉浸式的观影体验，是摆在江苏
电影人面前的考验。《计划》指出，江苏
要支持影院使用中国巨幕、激光放映、
杜比全景声等高新技术装备，提升视
听效果和观影体验。同时，要加快建
设下一代数字影院，推进智慧安心影
院试点建设。

在无锡的华莱坞影城，有一些神奇
的“小绿屋”：三面墙壁和地面都盖着绿
布，中间摆着一条铺着绿布的板凳。只
要坐在板凳上，面前屏幕上就能显示出
电影《阿凡达》中的场景：坐在一条飞龙
的背上，在高山流水间穿梭遨游。

从拍电影到做电影，特效越来越成
为电影工业中含金量最高的部分。《计
划》提出，“十四五”期间，江苏要支持建
设国家级电影科技创新实验室，加大电
影技术研发应用投入，打造国内有影响
的电影产业技术创新高地。

力争到2025年，全省拥有电影特
效企业100家左右，科技影棚30座，其
中，国内领先的特效棚10座。影院数
达到1400家、银幕数达到9000块。

同时，江苏还要推动重点电影基
地建设，着力推进无锡国家数字电影
产业园、扬州光线电影世界建设，做优
做强常州西太湖、南京石湫等特色电
影基地。

发展乡镇影院，
农村电影室内放映点达4000个

怎么让更多村民走进影院，享受电
影带来的美好与乐趣，进一步缩小城乡
公共文化差距，实现精神层面的“共同
富裕”？

《计划》提出，“十四五”期间，江苏
要加快影院布局建设，大力推动乡镇影
院发展，推进点播影院、院线试点。

力争到2025年，全省农村电影室
内放映点达到4000个，苏南地区实现
乡镇影院全覆盖，苏中苏北地区有条件
的乡镇有影院。

各地域均衡发展的同时，也要提升
公益放映质效，加快推进农村室内固定
放映点建设，加大优质影片的供给，力
争到2025年，江苏省农村电影室内固
定放映点占比达到60%。

我省电影“十四五”行动计划发布

每年力争出品6部重点影片

本报讯（记者 陈洁） 为进一步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
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好中共中央宣传
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
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
的要求，推动江苏文艺评论实现“高
处再攀高”，江苏省文联、江苏省文艺
评论家协会将于今年举办首届江苏
省文艺大奖·文艺评论奖（今后每两
年举办一次）。

首届江苏省文艺大奖·文艺评论奖
将于2021年9月开始启动征集作品，
2021年11月邀请专家进行初评，2021
年12月进行终评。参评作品为当代文
艺评论，主要包括对艺术家作品、文艺
现象、文艺思潮的评论作品，重点为以

江苏文艺为对象的评论作品。文艺理
论及文学艺术史研究不在申报之列。
凡于2016年9月1日至2021年9月1
日内公开出版的著作(专著、专论、合著
等)，在报纸、刊物公开发表的文艺评论
文章、文艺短评均可参评。其中，论文
集所收文章为近五年内发表的占比应
超过四分之一。参评作品应为文艺评
论类作品，文章不少于3000字，文艺短
评 500-3000 字，专著不少于 20 万
字。在国家级评选中获奖的作品不在
参评之列。

据悉，江苏省文艺大奖·文艺评论
奖将设立评奖组委会，并在广泛征求意
见的基础上，聘请文艺评论界有影响的
专家担任评审委员会成员。

江苏首推
文艺大奖·文艺评论奖

本报讯（记者 周娴） 9月11日
下午，为回馈读者，新华日报《文艺周
刊》和南京卢米埃影城联合推出了“安
心观影”活动，免费提供热映影片《失控
玩家》30个观影名额，为观众奉上免费
的电影大餐。

由肖恩·利维执导的好莱坞大片
《失控玩家》讲述了银行柜员盖（瑞安·
雷诺兹饰）“觉醒”后，发现自己是开放
世界游戏中的NPC（非玩家角色），当
他遇到女玩家米莉（朱迪·科默饰）后，
为爱情逐渐改变自己，最终成为“英雄”
的故事，影片不仅将背景设定在现实与
游戏之间，同样也在电影中悄悄埋入大
量彩蛋，上映19天，票房已破5亿。

9月 11日下午，电影还没开始，

很多“幸运儿”就已来到了位于河西
金鹰的卢米埃影城。影院内，“佩戴
口罩”“禁止饮食”等提示牌随处可
见，在检票口和洗手间，免洗洗手液、
酒精喷雾、消毒湿巾等防疫物品一应
俱全。沈女士是陪五年级的儿子一
起来观影的，她说，受疫情影响，儿子
几乎整个暑假都没机会出去玩，“快
开学了，带他来看场电影，放松一
下。”入场之前，所有人都要出示苏康
码，进行体温检测，全程佩戴口罩。
影城严格执行的这些防疫措施，让沈
女士觉得分外安心。

观影过程中，工作人员不时到场巡
查，提醒观众戴好口罩，放映一结束，就
有专人对影厅进行消杀。

30名幸运读者
卢米埃影城免费观影

（CFP供图）

文艺
锐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