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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泉子

  7月30日晚，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
奖颁奖典礼于武汉落下帷幕，各大奖
项公布后，最佳男女主角最终归属引
发热议。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最
佳男主角评选环节，凭借影片《我和
我的父辈》入围的演员沈腾现场获得
0票。
  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目
的设立的百花奖，是中国电影史上设立
最早的电影奖项之一，主要为了选出最
受人民群众喜爱的好电影和优秀演员，
是有群众基础的电影大奖，在业界和大
众心中都具有很强的公信力和知名度。
此次百花奖的评选也遵循以往的规则和
流程——— 首先确定观影人数高且符合上
映时间等要求的影片，而后由组委会投
票选出候选影片，再由观众投票确定各

奖项提名者，最后由101位综合选出的
幸运观众在活动现场表决。整个流程和
评价机制向社会大众公开。虽然沈腾此
次获得0票，但大众评审表示，沈腾演
技值得肯定，在人民群众中也有较好的
口碑，只是此次的提名作品是拼盘电
影，沈腾的戏份较少，没有展现出自己
的最佳演技，竞争对手演技也是有目共
睹的优秀，所以才出现这种情况。
  看了影片《我和我的父辈》以后，
笔者认为，沈腾在影片中的表现的确可
圈可点，沈腾马丽组合一如既往没有让
人失望，影片笑点颇多、节奏舒适，起
承转合十分精彩。而且作为科幻题材的
创作，其想象力空间广大，整体来说，
短小精悍却让人看得津津有味。情感层
面，影片凸显了开心麻花一如既往的风
格，观众同时收获了欢笑和感动。从这
个角度说，此次呈现的0票，决不能说

明沈腾出演该片是“零演技”。而且，
沈腾能入围此奖项，本身就说明《我和
我的父辈》品质优良，具有一定的艺术
性和思想价值。
  0票引发争议，甚至有些影迷为沈
腾打抱不平，相关话题热度居高不下且
持续发酵，恰恰反映了沈腾观众缘极
佳，其演技已经得到了大众普遍的、充
分的肯定。以眼下正在上映的由沈腾主
演的新电影《独行月球》为例，该片得
到业内外一致好评，截至目前，票房一
路飘红，堪称叫好又叫座。对他而言，
0票风波或许并非一件坏事，甚至还能
敦促这位优秀的喜剧演员进一步提升自
身的演技，积极修炼内功，认真打磨剧
本，塑造更经典的戏剧角色回馈广大
观众。
  此外，参与本次百花奖评选的评委
回应称，出现0票和极低票说明没有拉

票、配票搞协调，评委都是本着严肃、
客观、理性的态度，从本心出发进行的
投票选择。笔者认为，百花奖对沈腾0
票引发的争议给予及时、正面回应，能
有这份问心无愧，也值得称道。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多元的声音
带来更多的精彩，多元的社会评价体系
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各位影迷们在专业
评奖之外，也实现了通过各种媒介平
台，畅所欲言，尽情发表自己对演员的
评价。此种情况当然也是合情合理。百
花奖不能成为评价演员演技好坏的唯一
标准，毕竟各花入各眼，每个影迷都有
自己心中的最佳男女演员。想要真正做
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需要有
更多乐于评价、乐于发声、乐于热烈讨
论的影迷。只有他们多多参与，艺术作
品的评价体系才会更加包容、更加多
元、更加精彩。

  □ 李梦馨

  “雪糕刺客”的热乎劲儿还没过
去，“演出刺客”又盯上了乐迷的口
袋。与“雪糕刺客”不同的是，“演出
刺客”是明码标价的贵，而且不断刷新
乐迷的承受底线，因而有了“演出杀
手”之称。从一组对比中就能一窥“演
出刺客”的疯狂：2018年有崔健、许
巍、朴树、张楚、郑钧、唐朝乐队等堪
称豪华阵容的仙人掌音乐节，早鸟票只
需260元，而今年的票价已经飙升至999
元，阵容却大不比从前。
  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一年比一年贵
的电影春节档票价，那时尚没有“刺
客”一说，要不然也得安上一个“电影

票刺客”的称谓。而两者背后的逻辑也
有相似之处，困于反复的疫情形势，频
繁关停的电影院只能瞅准春节档，“一
年就干这一票”，在短暂的旺季里能多
赚则多赚；而因疫情导致的音乐节延
期、取消的成本，都被折算在票价中，
运营成本的增加都变成向下游转移的压
力，最终呈现为令人瞠目的高票价。
  此外，供求关系的变动也影响了票
价的制定。一方面是大量新乐迷涌入了
音乐节。音乐节主打小众的独立音乐，
而近年来，随着《乐队的夏天》《中国
有嘻哈》《说唱新世代》等综艺的火
爆，摇滚、嘻哈等支撑音乐节的主要乐
种，从小众渐趋流行，吸引了大批粉
丝。同时，流量歌手、当红艺人也纷纷

加入音乐节，随之而来的当然也有粉丝
听众。另一方面，在娱乐消费受限的大
环境下，演唱会缺位，审批难度相对较
小的音乐节也成为特殊背景下的替代，
物以稀为贵，自然能越炒越热。
  价格的变动属于市场行为，“演出
刺客”从市场角度似乎能够得到解释，
但已引发乐迷诸多不满的演出票价，背
后暴露的是更多的问题。没有对比就没
有伤害，国内“演出刺客”横行，国外
的音乐节票价却备受艳羡。最近，韩国
一场音乐节的票价登上热搜，阵容不乏
当红的偶像组合，但票价折算成人民币
只需50元。既然票价能做低，国内的
“演出刺客”为何还愈演愈烈呢？究其
根本还是盈利模式的差异。国外的音乐

节，依靠餐饮等周边收入来抵消成本，
对票价的依赖性不强。从这个角度看，
国内的音乐节还需要探索出更成熟的概
念和模式，毕竟在消费水平没有太大变
化的前提下，任由价格一路涨下去，最
终也会失去市场。
  如今，高票价带来的反弹已见端
倪。难以承受的票价之高，将一部分乐
迷拦在外面。同时线下演出生态也在被
迫改变，承载音乐氛围的音乐节已经变
成拼盘演唱会，高消费带来的体验并不
尽人意，这些都会挫伤乐迷的热情。票
价上涨而品质不涨，上涨的空间也就眼
见有限，或许主办方应琢磨的，是走出
票价的一方小小天地，打开变革的思
路，让音乐节回到音乐本身。

  □ 朱子钰 李梦馨
  
  前度刘郎今又来，去年因为给河南
水灾捐款而一时大火的鸿星尔克又捐款
了。日前公司发布消息，已向福建省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1亿元款物，相似
的一幕迅速引起关注。
  对于这一举动，有网友质疑，认为
捐款已成了该企业的一种推销模式，实
际上更是一场炒作。但更多的网友仍然

认为，不管是不是营销，只要是实实在
在的捐款，那就是良心企业，就应该赞
扬和支持。因此，很多网友呼吁用“野
性消费”支持鸿星尔克，当晚，直播间
人数暴涨。
  捐款的企业，就占有道义上的优势
吗？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明确一
个前提：道义上的优势，只能来源于对
社会的贡献。企业搞慈善当然是好事，
但对于社会，把企业做大做好才是最大
的贡献和价值所在。因为只要做到了这
点，就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也给劳动者
提供了就业。这才是符合企业的本质。
正常来说，这给社会带来的实际收益，
会比直接搞慈善更大，只不过不那么显

见而已。一个经常开仓放粮的小企业，
与另一家巨无霸企业，对社会的实际贡
献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就是这个
道理。
  知道了这一前提，我们不难发现，
鸿星尔克必然面临以下两个困局中的一
个：其一，如果他就是家良心企业，就
是一心一意想要帮助社会，那他动辄投
以与自己体量不相称的、不能说是量入
为出的巨额捐款，就必然要以影响自己
企业的正常发展为代价，那就是对企
业、对社会的不负责，这就跟一个身体
不太好的人，医生也不会同意他主动献
血一样；其二，如果他的出发点，是通
过捐款博取名声，调动消费者的同情心

来促进销售，那实际上等于变相地利用
顾客的付出来做慈善生意，是羊毛出在
羊身上，对社会并没有带来真实的收益
和增量，又何来道义上的优势？
  而更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贩卖情怀
式的营销策略，会在全社会助长道德虚
伪主义，负面效应不可小觑。我们必须
清醒地意识到：道德的形成与存在，骨
子里是为了降低社会的运行成本、形成
人我两利的社会运行机制，也就是说，
道德有着强烈的工具属性，如果把道德
不恰当地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必然
会在全社会形成普遍的道德套利行为，
会败坏各行各业自身的合理运行，这是
必须引起全社会警惕的。

捐款的企业，就占道义优势？

“演出刺客”该休矣

0票不代表0分

  □ 朱子钰

  这个暑假，一部《张卫国的夏天》
又将中年危机的话题推向大众视野。该
剧集结了黄磊、刘奕君、海清、梅婷等
一众实力派演员，讲述了北京胡同里的
普通百姓张卫国充满荒诞与挑战的中年
生活。以喜剧风格爆笑演绎现实话题，
受到了不少观众的关注与热议。
  虽然碌碌无为，但张卫国的生活还
算顺遂。土生土长的老北京，自己在京
剧团修道具，收入虽不高，但家里有个
四合院，并且，父亲还攒下了不少祖上
流传下来的宝贝，一只古董瓷马估价几
个亿。随着父亲突发意外去世，只留下
一句“你奶奶不是你奶奶，你奶奶是你

爷爷”的遗言，张卫国遭遇了一系列的
变故——— 四合院原来是租的，骄傲了小
半辈子的清末贵族后代竟然只是“太监
的后裔”，还陷入了骗子的圈套、被卷
走了70万元的家底，丢了工作……压
力、焦虑、无奈，瞬间奔涌而来。
  可以预测到，该剧后面将会重点描
绘张卫国如何在困局中逆袭发力，克服
危机，展现出市井小人物在困局中找回
自我的奋斗历程。所以，把小人物的故
事讲好才是整部剧的关键。作为一名老
戏骨，黄磊饰演张卫国一角，应该是驾
轻就熟，不会有太大问题的。只不过，
籍籍无名、人微言轻的小人物是最能洞
悉时代脉搏的人，其蕴含着丰富的概念
层次及独特的审美内涵，从他们身上，

我们需要找到全新看社会的角度，只靠
演技，还远远不够。
  《张卫国的夏天》走了荒诞戏剧的
叙事风格，对张卫国中年困境的临摹，
有许多不可思议的名场面，也产生了很
多笑点。细细品味，这些情节更像是一
种调味料，合适的时候调动一下观众的
情绪、加剧戏剧冲突。可是，现实生活
中，它们在一个人身上集中产生的概率
其实并不大，这就与现实产生了割裂
感。最为典型的，是张卫国因为贫穷买
不起墓地，只能无奈将父亲的骨灰撒入
长江，结果骨灰恰巧被吹到了发小林宏
年妻子的脸上，由此产生了矛盾并引发
了后续一连串事件。但是，这种情节并
没有多少现实意义，更没有思考的价

值。此外，在经历种种意外后，张卫
国真正吃的苦不过是去做几天家政阿
姨、用公司的车拉客人，后期还会与
有钱有闲的师姐产生情感纠葛。这与
真正的底层生活相去甚远，由此淬炼
出的人生智慧既不实际也无可能，小
人物在困境中成长的立意又一下子被
削弱了不少。
  不管怎么说，只有深刻洞察小人物
真实的内心和精神世界，才有可能创造
出真正震撼人心的作品。小人物内心的
挣扎、精神的挖掘也是一部剧的看点与
价值所在。从这个角度看，张卫国更像
是在温室中呵护出的小人物，有笑点、
有生活气、能乐呵，却少了一些厚度和
力透纸背的震撼。

当好小人物，“张卫国”才能立住

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

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

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

2022年世界皮划艇（静水）锦标赛

孙梦雅再摘金

□记者 于晓波 王建 报道
本报8月7日讯 今天，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

举行的 2022 年世界皮划艇（静水）锦标赛比赛
中，我省运动员孙梦雅搭档国家队队友徐诗晓，斩
获女子双人划艇500 米比赛冠军。这是孙梦雅的第
二枚世锦赛金牌，恰巧在获得东京奥运会冠军满一
周年之际，她开心地表示：“时隔一年，在相同的
时间，不同的地点，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队能让五
星红旗迎风飘扬。”

黄河流域体育健康产业

高质量发展共同体成立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汪思思 钱芳 报道
本报讯 8 月 1 日，由山东体育学院发起，沿

黄九省区高等院校、体育科研院所、运动康复医疗
机构、行业协会和体育健康领域企业集团等35 家
单位，共同倡议推动的“黄河流域体育健康产业高
质量发展共同体成立大会暨首届全国体育健康产业
高峰论坛”在山东体育学院济南校本部举行。大会
主题是“赓续黄河血脉·共促共享健康”。

山东省教练员学院

第五期教练员培训班开班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李剑平 宋莹 报道
本报讯 8 月 1 日上午，山东省教练员学院第

五期教练员培训班开班仪式在济南举行。本期培训
班学员共有152 人，其中全运会冠军25人。培训班
自8月1日开班，至10月31日结束。

2022 击剑“选星计划”（重剑项目）

国家训练营青岛开营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宫尚文 于永军 报道
本报讯 8 月 2 日，由体育总局自剑中心主办

的2022 击剑“选星计划”（重剑项目）国家训练
营在山东青岛体育训练中心开营。此次击剑“选星
计划”国家训练营，在天津、北京、山东三地同时
开营。来自全国各地的95 名队员将在省青岛体育
训练中心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重剑项目集训。其间，
将进行4次选拔赛、 3 次体能测试。

第二十五届省运会国际式摔跤决赛

济南、淄博队高居第一集团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郭伟 报道
本报讯 日前，山东省第二十五届运动会国际

式摔跤决赛在莒县体育馆圆满落幕。最终，济南队
和淄博队分别以 18 金和 15 金稳坐第一集团。此
外，潍坊队收获6 金，烟台队5 金，滨州队4 金，
青岛队3 金，菏泽队2 金，东道主日照队2 金。另
外，泰安、威海、聊城队也分别有1金入账。

省运会铁人三项决赛

淄博队3金居首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史文平 报道
本报讯 8 月 2 日，8 个市66 名运动员参赛的

省运会铁人三项决赛结束。男子项目中，淄博代表
队和威海代表队分获甲、乙组个人赛冠军，烟台代
表队夺得甲、乙组团体赛冠军；女子项目中，甲组
个人赛、团体赛冠军都被济南代表队夺得，乙组个
人赛、团体赛冠军都属于淄博代表队。最终，本次
决赛的8枚金牌归属为淄博代表队3金、烟台代表
队2金、济南代表队2金、威海代表队1金。

省运会三人篮球决赛———

济南男队淄博女队夺冠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宫尚文 郑保军 报道
本报讯 8 月 4 日，经过8 天激烈角逐，第二

十五届省运会首个篮球项目——— 三人篮球决赛在日
照实验高中落下帷幕。最终，本届省运会三人篮球
男队前三名被济南、青岛、淄博获得；女队前三名
被淄博、青岛、临沂分获。

省第八届职工运动会

线上比赛完赛

□记者 于晓波 王建 报道
本报讯 8 月 6 日，山东省第八届职工运动会

线上健步走、跳绳、仰卧起坐三个比赛项目落幕。
据统计，共有365 万人次完赛，1264 万人次参与，
完成健步走24 亿多步，跳绳4 亿多个，仰卧起坐
7000 万多个。济宁市总工会、潍坊市总工会、日照
市总工会分别获得线上跳绳和仰卧起坐比赛的团体
冠亚季军，济宁市总工会、日照市总工会、潍坊市
总工会分别获得线上健步走比赛的团体三甲。

中国体育彩票助阵

潍坊·新青年音乐节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赵智 刘征子 报道
本报讯 近日，2022潍坊·新青年音乐节在潍坊

齐鲁酒地重磅开启。乐迷们释放自己、尽情狂欢，一
起感受这场酣畅淋漓的电音盛宴。山东体彩在现场设
置了有趣好玩的互动游戏，体彩吉祥物“乐小星”闪
亮登场，乐迷们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了解公益体
彩，并获得了体彩送出的周边礼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