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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李 伟 报道
本报枣庄1月8日讯 8日上午，2020年第一场

大雪过后，位于枣庄市薛城区邹坞镇中陈郝村的江
北中陈郝陶瓷研发有限公司传来喜讯：江北第一柴
窑开窑。这标志着古法柴窑烧制陶瓷技艺传承取得
阶段性成果。

记者了解到，这座江北第一柴窑于2019年12
月27日装窑、12月28日点火，经过13个昼夜的烧
制和等待，包括仿古瓶、仿古罐、开裂坯、梅瓶
等16类360余件作品出窑。现场举行了简短的开窑
仪式，40余位陶瓷制作技师和爱好者参加了开窑
仪式。

江北中陈郝陶瓷研发有限公司经理马士常激动
地说，从装窑、点火到成功开窑，有三个没想到。
第一没想到作品烧制成功率那么高，通过清点检
验，这次用古法烧制的陶瓷作品成功率达到了70%
以上；第二没想到烧制时间如此之短，从点火到达
到1300摄氏度的烧制温度只用了72个小时；第三没
想到古法制作烧制中陈郝陶瓷技艺传承能取得阶段
性成果，这也是最大的惊喜和收获。

中陈郝是薛城区一个古老村庄，约在南北朝时
期形成居民聚落。钓台、卓山余脉，山麓一带盛产
高岭土，土质非常黏，不容易断裂，适合做陶瓷。
所以，民间流传着一句话“中陈郝瓷土筐值百
钱”。早在1400多年前，这里就开始了瓷器的烧
制，并形成交易市场，历隋唐，经五代，至宋元，
这个交易场所日益兴旺昌盛。到了明清时期，中陈
郝已成为烧瓷业的集散巨镇。与京杭大运河相通的
蟠龙河自北向南从村中流过，河上桥梁横卧，桥下
舟船竞游，两岸窑炉星罗棋布，沿河靠桥庙宇林
立。因此，直到现在这里还流传着“九庙十桥七十
二座缸瓦窑”的掌故。中陈郝是我国北方地区瓷窑
烧制业的发祥地，繁盛时瓷窑遍布村庄四周，总面
积约5平方公里，有“江北第一窑”和“鲁南瓷
都”之美称。2006年，中陈郝瓷窑遗址被列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3岁的马士常从事过餐饮、仿古建筑等行业，
作为土生土长的中陈郝村民，对村子的历史了如指
掌。小时候，他看到村民盖房子、耕地，挖出来很
多瓷器，大部分都是生活用品，如碗、盘子、罐
子、坛子等。1987年秋天，山东大学和枣庄市博物
馆联合对中陈郝村的古瓷窑遗址进行发掘，出土了
部分文物，确定了瓷窑烧制瓷器的时间。经常旁观
发掘工作的他，一下子被文物专家们渊博的知识和
出土的各类精美陶瓷物品所吸引，慢慢开始迷恋起
了家乡的陶瓷。

中陈郝主要盛产青瓷和白瓷，造型古朴凝重，
坚实耐用。从2014年开始，马士常心无旁骛，专心
研究中陈郝陶瓷技艺。2017年，他自费到淄博、景
德镇学习制陶技术，投资50余万元购置先进的陶瓷
制作设备，新建混窑、电窑、柴窑各一座。经过不
懈努力，逐步掌握了古瓷烧制技术，失传多年的中
陈郝陶瓷制作技艺又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

谈到下步打算，马士常信心满满，计划进一步
扩大规模，让古瓷制作向产业化发展，带动周边群
众参与其中，在古瓷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得到实惠。
在作品研发上，高、中、低档同步推进，让中陈郝
陶瓷作品走进寻常百姓家；同时，他还打算建一处
陶瓷艺术体验馆，让市民乐享古瓷制作全过程，将
中陈郝古瓷制作技艺发扬光大。

古法烧制陶瓷技艺传承取得阶段性成果

枣庄江北第一柴窑开窑

□ 本报记者 赵 琳

2019年，中国电影市场全年票房和观影人
次再创新高。作为观众的你，几次走进电影
院？几次通过网上选座购票？几次在豆瓣上为
电影评分？

本报记者近日从省委宣传部了解到，山东
观影人次和票房连续多年保持较快增长速度，
2019年全年观影8093 . 9万人次，票房28 . 82亿
元，不仅再创历史新高，增速也明显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人次、票房排名均位列全国第七。

“观影人次和电影票房是衡量文化消费的
重要指标，山东人文化消费的积极和热情在不
断攀高。”省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我省电影票房位次升至全国第七

山东人的观影热情，离不开中国电影市场

整体迈向成熟的大环境。
据1905电影网发布的《2019年中国电影调

查报告》，2019年，中国电影市场全年票房与
观影人次再创新高，年度票房达到642 . 66亿
元，同比2018年增幅5 . 4%；城市院线总观影人
次达到17 . 27亿。

在全国电影市场一路攀升的大形势下，山
东电影票房也再攀新高，在持续多年的增长
后，今年表现出较强的爆发力。

数据显示，全省575家影院（3592块银
幕）共放映电影685 . 8万场，观影8093 . 9万人
次，票房28 . 82亿元，场次、人次、票房同比
增长15 . 4%、4 . 2%、10 . 8%。

其中我省观影人次与电影票房增速均明显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次、票房增长率分别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超3个百分点和5个百分点。

整体来看，我省电影票房在全国位次前进
一位，人次、票房排名均位列全国第七。

省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电影市场
火爆，除了我省观众较高的消费热情以外，
硬件因素——— 近年来一直保持高位的银幕数
也是重要原因。2019年，我省新建影院69家
（银幕452块），影院建设规模仍处高位。“一
定的银幕数量保证了影院的辐射范围和覆盖
人群，便利观影。”

国产片排片多，观影热情高

根据《2019年中国电影调查报告》，2019
年中国电影市场年度票房达到642 . 66亿元，其
中，国产电影累计总票房411 . 75亿元，占2019
年全年票房的64 . 07%。

山东电影有关数据显示，2019年，全省城
市电影院线34条，城市电影院线发行影片739
部。其中，国产影片558部，数量占比76%、票
房占比69%，票房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5个
百分点。

“数据说明，相比全国观众，我省观影群
体更加偏好国产精品影片。”省委宣传部有关
负责人表示。

中国国产电影在这一年迎来“蜕变”。春
节档期间，《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飞
驰人生》等国产大片成为爆款。暑期档，老少
皆宜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红遍大
江南北，最终票房突破50亿元大关，成为2019
年年度票房冠军、内地影史票房排行榜亚军。
在国庆档献礼“三杰”《我和我的祖国》《中国
机长》《攀登者》的领跑下，2019国庆档累计
票房51 . 33亿元，同比增加135 . 89%。

2019年我省电影票房前10强中，有8部电

影是国产片，按照顺序分别是《哪吒之魔童降
世》《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祖国》《疯狂的外
星人》《中国机长》《飞驰人生》《烈火英雄》

《少年的你》。前十强中仅有《复仇者联盟4：
终局之战》《蜘蛛侠：英雄远征》两部外片上
榜，分列第三位和第十位。

此外，山东各院线在排片上也更支持国产
片。比如，《哪吒之魔童降世》《流浪地球》的
排片期分别长达103天、92天。

山东一家电影院线负责人表示，现在电影
市场和观众都比较成熟了，只有真正好口碑的
电影才能长时间在院线“飘红”。

近期观影高峰仍是春节档

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对
于电影票房的贡献也会越高。比如，长期稳定
在各省电影票房首位的广东省，其GDP也是常
年稳居第一位。

根据《2019年中国电影调查报告》，在各
省票房产出TOP10榜单中，广东省、江苏省、
浙江省位列前三。

山东电影票房从2018年的全国第八位上升
到2019年的第七位，虽然只进步一个位次，但
据省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山东电
影票房稳步增长，总体上健康发展，未来消费
潜力有望进一步释放。

在全国院线票房排名中，万达电影长期位
列第一。从2014年有相关统计数据以来，北京
耀莱成龙国际影城五棵松店已经连续六年蝉联
全国影院票房排行榜冠军。

从2014年有统计数据以来，山东各地影院
中直到2017年才有影院进入全国影院排名百强
榜。截至目前，只有济南和青岛两地有影院进
入全国影院排名百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山
东电影市场的弱势所在。

据业内人士透露，从往年数据来看，全省
电影市场就是过年过节才会迎来大爆发，平常
上座率较低，年节却能达到100%。“近期观影
高峰仍是春节档。”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1月8日，由导演陈可辛执导，巩俐、黄
渤、吴刚、彭昱畅、白浪领衔主演的电影《中
国女排》发布集体版海报，引发网友关注。

海报生动展现了中国女排的拼搏群像，鱼
跃、拦网、扣球、女排队员各式拼搏瞬间一一
定格，不仅组成了中国女排的拼搏群像，也表
现出中国女排不断前进腾飞的奋斗历程。

为选“老女排”剧组大费周折

此前，“一代传奇”老女排海报曝光时就
曾引燃一片好评，网友赞叹：“从哪里找来12
个这么像的演员？”队长孙晋芳、“铁榔头”
郎平、“移动长城”周晓兰、“铁姑娘”曹慧
英、“钢铁将军”陈亚琼、“独臂将军”陈招
娣、“怪球手”张蓉芳，还有梁艳、周鹿敏、
杨希、朱玲、张洁云，每位演员不仅外形与
本尊神似，在网前威风凛凛的气势简直深得
老女排球员们的“真传”。复古的卷发造型、
怀旧的白色球衣，更让人仿佛穿越回1981年
的赛场。

据悉，早在影片开拍一年前，剧组就开始
全国寻找演员。陈可辛导演透露：“最早我们
找1米8以上的演员，教她们排球然后试拍，但
拍出来不对。”剧组就开始“来真的”，在全
国上万名排球运动员中海选，覆盖范围从大、
中学校队，到省队，甚至还有前国家队成员。
历时半年经过数轮淘汰、表演训练，终于定下
12位饰演老女排的演员。为保证体育方面的专
业性，剧组下足了功夫。

“来头”最大的陈展，是货真价实的“前
国手”，曾随中国女排国家队出征2014年世锦
赛并获得亚军，通过层层选拔，她最终出演了
“孙晋芳”一角。罗慧（饰演周晓兰）、凌敏
（饰演周鹿敏）都是从省队退役的职业排球运

动员。而李冬徐（饰演陈招娣）、马雪纯（饰
演张蓉芳）、李紫微（饰演陈亚琼）、刘畅（饰
演杨希）、刘晨曦（饰演张洁云）、李阳一（饰
演朱玲）、毛雯（饰演曹慧英），都是大学排球
队的选手。刘贞宏（饰演梁艳）当时还是高三
学生，她受打排球的父母影响，初一开始练排
球，年龄最小的她饰演的角色也是老女排中年
龄最小的。

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说，排球技术是专业，
但演戏却是头一次。在剧组选角的过程中，被
选入“大名单”的演员，先要经过一轮表演培
训，其间根据培训表现面临调换和淘汰。谈起
当时的表演课，饰演梁艳的刘贞宏直言：“表
演课那一个星期简直是魔鬼时间！”饰演陈招
娣的李冬徐，更是因为表演课的作业太难而急
到掉头发，她说：“我们都是练体育的，没接
触过表演，但大家都想全力以赴，看自己能不
能选上。”

等到各个饰演者归位，新的挑战才刚刚开
始。她们被要求到国家图书馆、网上搜集关于
角色的资料，去理解、揣摩角色的性格、打球
特点等等。为了贴近角色，造型的改变必不可
少，当时的老女排几乎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流
行的短发造型，有的演员边剪边哭，为了无死
角还原老女排，每位演员都“拼了”。

最大惊喜是郎平女儿演郎平

不仅外形、神态还原，演员们不服输的劲
头也仿佛老女排“附体”。

拍摄1981年女排世界杯对阵日本的决赛
时，剧组请来日本专业女排运动员，其中更
有前日本国家队成员。面对强大的对手，演
员们迟迟达不到“致命一扣”的要求，急得
“眼里冒火”，这时“队长孙晋芳”吼道：

“我们一鼓作气，拼了！”此刻，扮演者与老
女排本人融为一体，在场上完美配合，一路
得分，完成了导演的要求。饰演曹慧英的毛
雯回忆道：“那场球我们打疯了！感觉那一刻
我们就是中国女排！”

费尽苦心，导演陈可辛对结果相当满意：
“虽然全是运动员，但我拍了这么多戏，从来
没有演员演得那么真实，体育运动员的潜力真
的很奇妙。”

影片最大的惊喜，是郎平的女儿白浪上阵
出演自己的妈妈。

据悉，白浪是在妈妈郎平的两次鼓励之
下，经过慎重思考才接下这个重担。为达到郎
平年轻时偏瘦的体型，白浪在4个星期内减肥
30斤。虽然从小就开始练排球，但白浪距离妈
妈的水平还有不少差距。每次拍摄，白浪都用
尽全力，出演这部电影，也成了母女俩之间奇
妙的“继承”。“我妈妈从来没给我讲过她年轻
时候的故事。感谢《中国女排》给我机会饰演
年轻时的妈妈，我终于知道了她和她的姐妹年
轻时有多苦、多棒！”白浪说。

2019年我省电影票房前10强中有8部电影是国产片———

山东人更偏好国产佳片

●2019年中国电影市场全年票房与
观影人次再创新高，年度票房达到
642 . 66亿元，同比2018年增幅5 . 4%；城
市院线总观影人次达到17 . 27亿

●2019年山东全年观影8093 . 9万人
次，票房28 . 82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人次、票房排名均位列全国第七

●2019年我省城市电影院线发行影
片739部。其中，国产影片558部，数量
占比76%、票房占比69%，票房占比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约5个百分点

●2019年我省新建影院69家（银幕
452块）

电影《中国女排》发集体版海报，展现中国女排的拼搏群像———

“老女排”从上万名排球运动员中选出

□记者 卢 鹏
通讯员 杜昱葆 报道
1月7日，沂南县依汶镇后峪子村，

来自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员张浥洙（右）
和武思明表演双人芭蕾舞《沂蒙情》，
获得现场观众热烈掌声。

当日，“文化迎春、艺术为民”文
化和旅游部艺术家服务基层集中示范活
动，在位于沂蒙山区腹地的依汶镇后峪
子村举行，来自国家和山东省文艺单位
的演员、艺术家组成的小分队为沂蒙山
区群众送上新年文艺大餐。

据悉，春节期间，文化和旅游部
组织文艺小分队将优秀文艺节目送到
基层。

沂蒙山村

上演芭蕾舞

电影《中国女排》海报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讯 由韩庚和王晓晨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

剧《还没爱够》正在江苏卫视播出，“恐婚”话题
引发观众热议。

《还没爱够》由王迎执导，讲述了“恐婚”青
年陈炯再遇“被逃婚”前任姜小汐，互相理解，再
次相爱并克服“恐婚症”，走向婚姻的故事。

随着越来越多的90后到了“谈爱论嫁”阶段，
当代青年人的焦虑已从脱发养生延伸到了结婚的话
题上。当代年轻人“恐婚”“恐育”等情绪越来越
凸显，但影视剧作品还鲜少挖掘该领域。都市情感
剧《还没爱够》就是针对“恐婚”，以当代年轻人
的事业和感情为题材，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生活在婚
姻恐惧之下的人群，进行了一次深入探讨。不仅提
起了观众的好奇心，也可能会给迷茫中的年轻人带
来一些参考。

剧中，陈炯（韩庚饰）是一位患有恐婚症的有
为青年，他是一名解聘师。患有“恐婚症”的陈炯
用事实证明自己的“囧”：提到结婚，他会急躁、
焦虑，甚至还会起红疹子。五年前面对婚姻，他选
择了在最后一刻逃跑；五年后，他再次迎来婚姻的
考验。姜小汐（王晓晨饰）是一个为爱受伤却仍勇
敢追爱的失业少女，机缘巧合再遇五年前逃婚的前
男友陈炯，由此展开一段起伏跌宕的纠葛。

该剧集齐解聘师、失业少女、潮酷老爸、心软
前任、钢琴家、女精英、任性前妻、最佳损友等众
多人物设定，整部剧从故事到剧情精彩又丰满。

导演王迎很擅长拍摄青春时尚题材，其代表作
包括家喻户晓的《奋斗》《我的青春谁做主》《翻译
官》等。编剧霍昕，代表作品有《西游降魔篇》
《功夫》和《将爱情进行到底》等。

都市情感剧《还没爱够》热播

直面“恐婚”勇敢爱

▲《哪吒之魔童降世》 ▲《流浪地球》 ▲《我和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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