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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届上海电视节将
于 6 月 11 日至 6 月 15 日举
行。5 月 2 日，组委会在发布
会上公布了白玉兰奖评委会
全名单，其中，《北平无战事》
编剧刘和平担当电视剧单元
评委会主席，高群书、徐纪
周、徐帆及赵立新则担任该
单元评委。

据组委会表示，今年电
视节的展播内容更为丰富，
主题活动也更精彩。今年组
委会收到来自海内外50个国
家和地区的报名作品，其中
包含了众多优秀电视节目。
目前，白玉兰奖的评选已经
进入三审阶段，最终结果将
于 6 月 15 日举行的“白玉兰
绽放”颁奖典礼上揭晓。

最受关注的白玉兰奖评
委会阵容方面，今年由著名
编剧刘和平执掌。评委会阵
容中，导演身份的有高群书、
徐纪周，前者曾获上海国际
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导演，后
者则提名过白玉兰奖最佳导
演。演员方面，评委徐帆是中
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影
华表奖最佳女主角获得者；
而赵立新则连获过两届白玉
兰奖最佳男配角。另外，海外
电视剧单元由英国制作人、
监制李·梅森和美国制片人、
编剧扎克·施坦茨担任。

郑丽珠

白玉兰奖 6 月举行
徐帆赵立新当评委

好莱坞片酬榜出炉
007 居首

国外媒体日前曝光了好
莱坞一线大牌明星的最新片
酬，曾在 007 系列电影中饰
演 007 的演员丹尼尔·克雷
格以 2500 万美元的片酬高
居榜首，巨石强森和范·迪塞
尔则以 2200 万美元和 2000
万美元的片酬紧随其后。

据了解，如今明星片酬
已经不那么稳定了，20 多年
前，顶级大咖的每部电影片
酬都能达到 2000 万美元，而
且还会有额外分红。现在，明
星能够按照自己的要求达到
超高片酬的越来越少，原因
包括像超级英雄系列、《星球
大战》系列的大制作更有卖
点，演员的单抗能力也不可
同日而语，观众不再冲着演
员去看电影。电影将更大的
预算放在了特效上。

其他演员也会衡量艺术
片和商业大片的不同片酬，
比如“小李子”莱昂纳多·迪
卡普里奥在《盗梦空间》里的
片酬高达 2000 万美元以上，
而他对于即将参演的昆汀新
作《好莱坞往事》则自降了一
半片酬。另外，像汤姆·克鲁
斯、布拉德·皮特这样的超一
线巨星根本不需要等到票房
分红后才拿到片酬，可能在
拍完或者公映前就已经预支
薪资，甚至还有其他的方法。

据新浪娱乐

有关《后来的我们》退票

风波的讨论时至今日还未消

散，有人感慨：“《后来的我们》

成了《幕后玩家》。”该
片发行方

猫眼电影身陷舆论漩涡，虽然连

发声明，但对挽回信任收效甚

微。这一事件还惊动了国家电影

局。其实，中国电影票房乱象由来

已久，目前暴露的最大问题是，

当购票平台成为相关电影的利

益攸关方时，身兼裁判员和运动

员两种身份时，如何保证客观中

立地对待同档期的所有电影。

《《心心花花路路放放》》剧剧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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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一院线退票4342张

4月28日晚10点，唐山某影院
经理陈实（化名）收到一位媒体
朋友的微信，问当日上映的
《后来的我们》在他的影院是
否出现异常退票情况，陈实
开始没当回事：平时一天的
退票量也不会超过5张。但
因为多方提醒，他还是打
开了系统：屏幕上显示
的数字是73，其中60单

来自猫眼平台。“傻眼了。”
他描述自己的第一反应。

陈实介绍，自己之所以开始

没有重视，就是因为在实际操作
中，完成一次“退票”相当繁琐，
不仅在数量方面有规定，而且在
用户提出需求后，购票平台客服
需要联系影院经理，经理同意后
再从影院系统中取消选座。但那
73张退票，陈实没有接到过一通
电话来沟通。他向记者描述那种
感受：“就是那种人为刀殂我为
鱼肉的感觉。”

陈实的感受，大约是当天晚
上的院线经理的代表。当天晚
间，微博网友“电影票房”发出截
图表明，有多家影院遭遇了《后
来的我们》的大规模退票，远超
平常正常的退票比例和幅度。市

场占有率第一的万达院线统计
出超过 9 万张退票，仅武汉的万
达影院就有退票 4342 张。退票主
要集中在猫眼平台，但是淘票票
等其他平台也有大量退票。

早年间，“电影票售出概不
退换”还是条不成文的规定。但
随着在线票务的崛起，从 2014 年
年底，以格瓦拉为代表的在线购
票平台开始陆续推出“退票”业
务。不过，“退票”规定相当严格，
支持的影院数量也很有限。2016
年 1 月，猫眼率先推出了“改签”
业务，至今有超过 6000 家影院支
持。同样的，规定也非常严格并
且需要通过平台方和影院协商。

利益牵扯多

院线平台积怨已深

此次退票事件，猫眼作为发
行方难辞其咎，尽管连发数条声
明紧急公关，但记者从几位院线
经理得到的反馈来看，他们对此
的态度可以用“嗤之以鼻”来形
容。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次《后来
的我们》的退票事件曝光，更像是
第三方票务平台和院线之间矛盾
的冰山一角。

猫眼成为如今这个电影出
品、宣发的重要平台，“预售”模
式的发明与推广功不可没。
2014年9月15日，猫眼电影联合

《心花路放》开创了“预售”概念，
这部电影能成为那一年的国庆
档票房冠军，提前15天启动预售
的方式功不可没。从《心花路放》
开始，作为互联网发行平台的猫
眼就对传统电影发行造成了冲
击。当时，猫眼和1000多家影院
联手进行网络独家预售，提前一
周甚至两周进行排片预售“抢
跑”成为互联网发行的最大优
势，无论传统发行公司或院线、
影院都无法与之匹敌。

同时，影院更大的利益损失
在于不那么可言说的地方：在过
去，片方如果需要高票房，那么与
影院合作是必然途径。早期流行

的是返点和买票房，前者通过返
利给影院，以换来更高的排片，后
者是片方自己出钱购买影票———
无论如何都绕不开影院。

但在互联网介入发行后，如
果片方还有这样的需求，很可能
影院只能得到一些“手续费”、“路
桥费”。2015年的《捉妖记》、《港
囧》，2016年的《叶问3》都被爆出
“幽灵场”，即深夜满场，有的同一
场次的播放时间仅相差15分钟。
其中《叶问3》的大规模买票房及
幽灵场现象，受到了电影局的调
查和处罚，影片背后的快鹿集团
和旗下大银幕发行公司，甚至从
此消失在中国电影的版图中。

问题暴露求生欲强

猫眼上线退票率查询

事实上，购票平台在自己的
手机软件（APP）首页上主推自己
的参投或参与发行的影片已经成

了“行规”。在线票
务平台的出现，
还打破了影院
传统的会员体
系，影响了影
院分析自己
顾客群体的
性别、年龄
等 特 征 ，
进 一 步
“垄断”了
信息资源。

在猫眼
和 淘 票 票
成为市场

上的两大占据绝对份额的在线
购票平台之后，片方的这道必选
题只剩下两个选择。每个热门档
期的头部影片背后，都可以看到
这两大平台的身影。比如猫眼在
国庆档有《羞羞的铁拳》和春节
档的《捉妖记 2》，淘票票在春节
档有《唐人街探案 2》和《红海行
动》，五一档有《幕后玩家》。作为
平台方，自己“不作恶”恐怕是唯
一的约束了。值得一提的是，在

“退票风波”之后，导演丁晟喊话
光线传媒的事件也成为焦点。据
了解，这两起事件间并非偶然。

尽管目前对事件结果尚没
有官方盖棺定论，但从电影局着
手介入和表达的态度来看———
退票情况确有异常，一旦发现查
明，将严肃处理。这场风波将会
深刻影响行业。此次事件的发
酵，让猫眼的求生欲十分强烈，

不仅连发声明撇清关系，5月2日，
猫眼的手机软件已经上线了退
票人次及退票率查询和上座率
分布亮相的新功能。

舆论又再次提起了出台《派
拉蒙法案》的论调。在上世纪好
莱坞黄金时代里，当时的“五大”
派拉蒙、米高梅、华纳兄弟、二十
世纪福斯、雷电华同时控制了制
片、发行、放映三个环节，直到
1948 年 5 月，美国最高法院根据
反托拉斯法对“派拉蒙案”做出
裁决，判定大制片厂垂直垄断为
非法，要求制片公司放弃电影发
行和电影院放映的业务。

无论如何，中国电影在野蛮
生长的过程中，又一次出现了令
人意想不到的状况。这或许无法
避免，但更多问题的暴露与解
决，或许能推动产业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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