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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影片《何以为家》成影市黑马，内地总票房已达 2.1 亿元

朋友圈的
“屏摄”
，
别再觉得美了

呈现残酷童年，
观众揪心落泪

牛春梅

本报记者 袁云儿

既无明星，又无大场面，语言还是中
国观众不太熟悉的阿拉伯语，主演由一
群真实难民组成。谁能想到，这样一部
事先不被看好的小众文艺片，居然能从
《复联 4》
“虎口夺食”，成为五一档票房
亚军。截至昨天，黎巴嫩影片《何以为
家》总票房已达 2.1 亿元。影片真实展
现了黎巴嫩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被观
众怒赞为“眼泪收割机”。
观众呼吁
希望更多家长看这部影片

的情绪终于可以释放一下了。”
还 有 许 多 观 众 表 示 ，看 完《何 以 为
家》后，开始思考如何为人父母这一沉重
话题。
“ 从法庭那场戏可以看出，赞恩父
母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犯下的错误。其
实，这种情况在各个国家都有，有的家长
不在乎孩子童年时的感受，但往往孩子
此时受到的伤痛最深。有句话说得好，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
一生治愈童年。”观众安女士呼吁，希望
有更多家长来看这部影片。

“我想起诉我的父母，
因为生了我……
我希望大人听我说，养不起孩子的大人
不要生孩子。关于童年，我日后能记住
的只有暴力，辱骂、殴打，链子、水管、皮
带打在身上的感觉……我以为我们能活
得体面，能被所有人爱。但上帝不希望
我们这样，他宁愿我们做洗碗工。”电影
里 12 岁男孩赞恩在法庭上的这番呐喊，
影评人说
让不少观众落泪。
《何以为家》用一种近乎纪录片的方
精心打磨值得中国影人借鉴
式，讲述了生活在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
男孩赞恩的残酷童年：
住在没有床的贫民
素人演员本色出演，大量情节全是
窟里，一家人挤在地上睡觉；孩子没有学
真实经历，拍摄手法向纪录片靠近，这种
上，
从小在街头打零工，
还要帮父母偷偷卖
对真实性的竭力追求，让《何以为家》拥
违禁药物；
11岁的妹妹被父母强行卖给房
有触目惊心的真实感，引发观众共鸣。
东为妻，婚后不久就因怀孕而死……种 “影片采取了回叙的结构，一开始就是赞
种令人揪心的悲剧场景毫无修饰地直接
恩向法官起诉控告他的亲生父母，先声
展现在观众面前，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战
夺人，产生了强烈的戏剧张力。后面则
乱、动荡、穷困、愚昧的社会和一群饱受
大量运用了纪录片和新闻镜头的拍摄方
苦难的孩子。观众李康看完该片后，一
式，手持摄影中的外景呈现的是低矮破
连感慨了好几句“再也不要有战争了！” 败的房屋，食不果腹的生活，人满为患的
他说：
“赞恩拿着刀子去为妹妹报仇的画
监狱，没有身份的难民如蝼蚁般生活着，
面，看得我差一点掉眼泪，感觉压抑已久
让人无奈乃至绝望。”中国电影家协会秘

书长饶曙光如是说。
选择压轴放映的影片一般对自己比较有
饰演男主角赞恩的小演员，
演技得到
信心。当时我等不到官方放映，
在电影市
了观众和影评人的交口称赞。他在片中全
场就提前看了。那天还下着雨，
好几百号
程表情冷酷，
嘴角永远撅着，
直到片末在拍
人在外面排队。
”
看完后，
她的感受是，
“情
人生第一张证件照时才在摄影师的引导下
感特别强烈，后劲很大，不是那种看不懂
露出一丝笑容。这位小演员是真实的叙利
的文艺片，
也有一些商业元素”
。于是，
她
亚难民，
被导演从贫民窟发掘出来时，
12岁
中午看完，下午就买下了影片版权。后
的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影评人史航
来，
该片获得了当年戛纳评审团大奖。
说，
他不是
“演得好”
，
而是
“站在镜头面前，
《何以为家》的上映日期只比《复联
让苦难再次发生一遍就可以了”
。
4》晚五天，当许多影片因为《复联 4》而纷
饶曙光认为，该片在追求真实性上
纷改档撤档的时候，它却选择了正面对
做出的努力，也值得中国电影创作者借
抗。对此，曹佳的解释是，这部影片主要
鉴。
“ 这部电影历时五年精心打磨而成， 走口碑方向，没有特别大的档期概念。
其中单是社会调查就长达三年，拍摄花 “不是所有人都看《复联 4》，
《何以为家》
了 6 个月，素材长度达到 520 多小时，剪
是家庭向的，
有很抓人的东西。”
辑又费了两年多。仅仅是这些简单的、
在宣发方面，
《何以为家》也有许多值
冷冰冰的数据，就值得当下中国电影人
得小众文艺片借鉴的地方。宣发团队在
停下快速奔跑的脚步，
好好想一想。”
新媒体营销上做了很多创新尝试，
邀请徐
峥、黄渤、陈坤等名人观影，
为电影口碑造
引进方说
势；
在抖音、
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上发布预告
片、
影厅观众落泪反应等视频，
一度上升
中午看片下午决定买下版权
到抖音热搜第一位。目前，
该片的中国票
《何以为家》中国大陆版权方路画影
房已经远远超过其在北美、法国的票房，
视董事长曹佳回忆，
去年戛纳国际电影节
成为全球第一大票仓。根据猫眼的预测，
期间，她看完这部电影，当即便决定将其
该片内地最终票房可能突破3亿元。
引进国内。
“《何以为家》进了主竞赛单元，
上图：
《何以为家》真实展现了难民
而且是压轴放映，一个不成文的经验是， 孩子的悲惨童年。

《复联 4》和《何以为家》都是
众对
“屏摄”
并没有正确的认识，
若
近期备受关注的热门影片，
在大
想消除这一不文明行为更是任重
热氛围中，
“屏摄”
也再次成为热门
道远。不止普通观众，
即使专业
话题。
的从业者对此也存在误会，
有的
可能许多普通观众对
“屏摄” 明星甚至会转发粉丝“屏摄”的
这个名词会觉得有些陌生，
但对这
视频，也大大鼓励了这种不文明
种行为一定不会陌生，
也许你身边
行为。
经常有人做，
或者说你自己就会经
其实，在许多国家和地区，
常
“屏摄”
。顾名思义，
“屏摄”
是指 “屏摄”
不仅被认为不文明，
甚至还
观众在观看电影时用手机或相机
会触犯法律。据悉，
香港影院内
将屏幕上的影像进行拍照和录
就严禁在放映室拍摄及录影，
否
制。这么一说，
你是不是就觉得这
则有可能被罚款和监禁，
即使以
不是个事儿了？毕竟在朋友圈里， “学习”
的名义也不可以。去年，
有
这种行为简直太常见了。
一位电影自媒体从业者就因为
看个好看的电影，
谁不想和 “屏摄”
学习，
而被香港电影节取消
朋友们分享一下感受，
或者提醒
了采访资格。
朋友们不要错过好影片。你认为
其实，内地也有相关法律。
与苍白的文字相比，
即使糊成一
2017年颁布的《电影产业促进法》
团的视频也更有感染力；那些因
中明确指出：
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
为在黑暗中拍摄焦距失准的照片
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中的电影进
也是你内心澎湃的见证者；更何
行录音录像。发现录音录像者，
况看到一些影片中的金句，
你更
电影院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
想赶紧拍下来，
将来能在朋友圈
并要求其删除；
对拒不听从的，
有
鼓励失意的朋友；甚至还有人认
权要求其离场。
为自己的拍摄是在向好的影片学
别说大部分
“屏摄”
者根本不
习，
这
“day day up”
的好学之心岂
知道《电影产业促进法》为何物，
即
容质疑？
使知道了大概也不以为怵。这也
这么看来，
“屏摄”
简直千好
是为什么我们的影院中白光频
万好，
可为什么会被称为
“不文明
闪，
却很少有人出来制止，
顶多是
行为”
呢？因为拍摄者忘了最重
同场观影者嘟囔几句。可是身为
要的一点：
在公共场所观影时进
社会中的一分子，
不仅受法律约
行屏摄，
既不利于
束，
还有许多公序良俗需要遵守。
知识产权的保护，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迅速发
也会影响到其他
展，
电影在人们文化娱乐生活中
观影人的感受，
有
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能不
违社会公德。
能有一个好的观影体验非常重
虽然早在几
要，
人们对观影文明也需要更加
年前这一现象就
重视。这不仅是对观众的要求，
引发关注，
但《复联
电影从业者也有普及常识的责
4》热映时
“屏摄”
现
任。当大家都认识到
“屏摄”
就像
象再次泛滥。这
随地吐痰一样不文明时，
大概就
让许多业内人士
没有人冒着个人品行被质疑的风
发现，
内地电影观
险，
在朋友圈里发
“屏摄”
显摆了。

京演集团迎来十周岁“生日”

20 出大戏将亮相京城 12 家剧院
本报记者 关一文

青年男高音歌唱家石倚洁——

有实力有流量，依旧保持清醒
青年

本报记者 韩轩

说

“我们这个行业自律很
重要，一旦成名诱惑太多，
年
轻时可能很难抵御，
但如果没
节制地唱，
几年后嗓子就不行
了。艺术就像上楼梯，
必须一
步一步地走。
”

石倚洁在综艺节目《声入
人心》中演唱歌剧《军中女郎》
选段。

石倚洁是谁？
对声乐爱好者来说，他是首位登上诠
释罗西尼作品世界最高舞台——意大利
罗西尼歌剧节的华人歌唱家，还在国家大
剧院版歌剧《军中女郎》里轻巧“飙”出了
19 个高音 C。
爱看电视的人知道，
他是综艺节目《声
入人心》里客串坐在导师席位上那个戴着
圆圆眼镜、
书生气质十足的
“出品人”
。
爱刷 B 站、
抖音的年轻人看过，
他早年
在国外一家中餐馆即兴演唱《我爱你中
国》，
因表现完美、
感情充沛成了
“网红”
。
他，就是 80 后青年男高音歌唱家石
倚洁。
2007 年是石倚洁叩开世界声乐舞台
大门的一年，25 岁的石倚洁在一年之内
包揽了四个国际声乐大赛的金奖：第 13
届费鲁乔·塔利亚维尼国际声乐比赛、第
37 届托蒂·达勒·蒙特国际声乐比赛、第 3
届德国帕绍艺术节国际声乐比赛和第 24
届玛丽亚·卡尼利亚国际声乐比赛。此
后，他开始在世界各大歌剧院、音乐厅登
台，并从 2008 年开始连续五年登上诠释
罗西尼作品的最高舞台——罗西尼歌剧
节。这个文质彬彬的面孔，成为国际歌剧
舞台的
“新贵”
。
石倚洁的成功，在他早年默默无闻的
努力时就已埋下了伏线。高中毕业后，他
前往日本东邦音乐大学学习。临行前，出

生于上海郊区普通家庭的他凑不齐留学
的费用，父亲卖掉了家里的房子，把所有
钱交到了他手上。为了生计，石倚洁在日
本一边打工一边学习，本科毕业后争取到
了免费去奥地利学习的机会。在奥地利
的学习相当高强度，一年的时间他闭关学
习了 12 部歌剧。也就是那一年之后，他
拿奖拿到手软，
被世界声乐界认识。
因常年在国外演出，早年时并不为国
内观众所熟悉。他自己也没想到，自己因
互联网最先被年轻人知晓。先是他在国
外一家中餐馆即兴演唱《我爱你中国》被
人传上网，在留学生圈引发狂潮；后来在
国家大剧院出演歌剧《军中女郎》时，他返
场连唱 19 个高音 C，赚得无数掌声，而在
此之前，这段高难的唱段几乎是帕瓦罗蒂
和弗洛雷兹的“专利”；再到参加电视综艺
《声入人心》，他拥有了更多的粉丝。
“我夫
人说她刷抖音的时候都能刷到我。”石倚
洁一笑，带着 80 后青年的俏皮，
“ 我是网
红，
我真的是网红。
”
毋庸置疑，石倚洁这个“网红”是靠天
赋与刻苦赢来的。今年年初他来京出演
歌剧《茶花女》时，曾向媒体记者展示过一
张“小抄纸”。只见他从衣兜里摸出一张
A4 大小的纸，对折成四块，正反面密密麻
麻写满了小字，都是《茶花女》的词和谱。
“每唱一部歌剧都有大量的词和谱需要
记，总带着谱子出来不方便，我就抄到纸
上，揣兜里带出来随时能看。”石倚洁说，
“就是被人发现了很尴尬，有一次我就被

人说：
‘这是要考试呀，
还带着小抄。’”
对现在的石倚洁来说，实力，他有，流
量，他也有了，但他依旧保持清醒。被问
及现在的演出邀约是不是很多，他腼腆地
回答：
“ 是不少。”随即正色道：
“ 我们这个
行业自律很重要，一旦成名诱惑太多，年
轻时可能很难抵御，但如果没节制地唱，
几年后嗓子就不行了。”他见过太多因不
自律而失败的例子，即便现在演出邀约再
多，为了自己的艺术生涯能够长久，他都
会控制自己的演出量，每年只唱两三部新
剧。随着年龄变化，他也从轻型抒情男高
音向抒情男高音转型，逐渐调整和寻找更
适合自己的剧目和角色，
“ 艺术就像上楼
梯，
必须一步一步地走。
”
目前，石倚洁的演出安排已经排到了
三年后，在国内外登台的时间基本持平。
石倚洁说，他心里希望演唱更多中国作
品，并且每唱一首中国歌曲，他都会像唱
西洋作品一样，用拼音把中文标出来，掰
开了揉碎了地处理声音与感情色彩之间
的关系。
这个常在海外登台的青年人，对中国
作品有着别样的执着，这种感觉就像当年
他在海外中餐馆即兴演唱《我爱你中国》一
样，
“那是一种情结，
海外游子的情结。
”

中国儿童人均年电子书阅读量达 40 本
品占比高达 79.3%。此外，戏剧性反转的
故事也容易吸引儿童多次阅读。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阅读喜好自然不
同。报告称，0-3 岁的孩子喜欢《良好习
惯养成书：幸福的小豆豆和小安娜》等颜
色鲜亮、画面夸张的作品，4-6 岁的孩子
喜欢《葫芦兄弟：中国动画典藏》等主题
简单、结局正义的作品，7-9 岁的儿童更
加偏好《新版美绘西游记》等带有冒险
性、故事情节强的作品。即便同样喜爱
科普题材，男孩会选择看《恐龙终极大决
斗》，女孩会选择看《一片叶子的旅行》。
过去的一年，中国儿童数字化阅读
比例不断增长。从报告数据可知，2018
年中国家长消费意愿度迅速增强，当月

复购率年增长近 3 倍。在付费意愿城市
排行榜中，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上海、北
京。分析人士称，这说明经济发达城市
的家长更愿意为孩子的精神文化内容买
单。此外，90 后家长对于数字内容付费
的接受程度更高，
也更尊重孩子。
而在地域分布上，用户从北京、深圳
等一线城市向三四线快速渗透，其中三
四线城市占比 40%。而在阅读量上，三
四线城市儿童由于纸质图书获取资源较
少，对数字阅读的热情甚至反超一二线
城市，日均阅读量达到 4.7 本。在城市渗
透率方面，杭州、深圳、温州、长沙等一二
线城市领跑全国，泰州、临沂等城市对数
字 阅 读 的 接 受 度 快 速 提 升 ，跻 身 前 20

200 余美术家多维度
“画说昌平”
本报记者 关一文

90 后父母更支持孩子数字阅读

本报讯（记者 路艳霞）中国新闻出
版研究院与儿童数字内容平台 KaDa 故
事最新联合发布《2018 中国儿童数字阅
读报告》。报告显示，2018 年儿童数字阅
读潜在用户规模达 2.5 亿，潜在市场规模
达 5000 亿元。2018 年中国儿童人均电
子书阅读量已达 40 本，远超全球最大童
书出版社 Scholastic 调研公布的美国儿
童人均每年 23 本的阅读量。
从阅读内容上看，中国本土内容对
儿童更具吸引力。在阅读完成率和重复
阅读率达到 80%的作品中，34.6%为本土
原创内容，经典 IP 形象和传统文化主题
的作品阅读完成率较高。同时，小动物
是最受喜欢的主角，有小动物主角的作

动物扮相的北京儿艺演员活泼
卖萌，北京民族乐团的演员拉响二
胡，
北京曲艺院的演员欢快地打起了
快板……北京演艺集团九家院团依
次亮相，借鉴沉浸式戏剧的理念，串
起包围观众的环形舞台。昨天下午，
国家体育馆副馆内一场别开生面的
“庆生会”
，拉开了北京演艺集团成立
十周年暨第六届“梦想成真”五月演
出季的大幕。
活动由周涛担任主持人，
来自北
京民族乐团的交响乐队奏响了《拉德
斯 基 进 行 曲》，为 启 动 仪 式 拉 开 大
幕。北京歌剧舞剧院的《清平乐·大
都吟》选段《步摇彩穗舞》将观众带回
到了元代的大都，
领略历史长河中的
曼妙舞姿。北京歌舞剧院青年演员
阿云嘎献唱了新歌曲《我心所向》，回
顾集团十年来时路，饱含热爱之情，
优美动人。
十年来，
北京演艺集团组织所属
院团先后新创剧（节）目 232 部，复排
剧（节）目 144 部，集团年平均演出达
到 3714 场次，实现了良好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
“ 北京演艺集团由初
创时期的 9 家子公司发展到今天，拥
有 29 家子公司，5 大业务板块，已经
成为艺术门类最齐全、内容产品最丰
富、全国资产量最大的国有演艺机
构。
”北京演艺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

名。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由于城乡差距，
30%的城市孩子拥有 88%的儿童图书。
但随着数字阅读技术的渗透，不同地区
的孩子可以获得更加公平接触阅读内容
的机会。
不过，针对儿童数字阅读的迅猛增
势，资深出版人王磊也提醒道，与电子
书 相 比 ，传 统 纸 质 书 籍 在 朗 读 的 过 程
中，更易在亲子间产生更多而更有意义
的对话和互动，这些对话和互动对儿童
的交流、情感及认知发展都是至关重要
的。他因此认为，纸质图书在儿童阅读
中的作用依然不可替代，家长和阅读机
构 依 然 要 想 尽 办 法 培 养 孩 子 的纸质书
阅读习惯。

理王珏表示，
“十年间，
北京演艺集团
完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史嬗
变，
不断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浪潮中击
楫中流。
”
在未来的两个月时间里，
京演集
团将携 20 出精彩大戏登陆北京 12
家剧院，演出 46 场，包括杂技、评剧、
木偶、歌舞、儿童剧、曲艺、民乐、河北
梆 子、北 京 曲 剧、话 剧 多 种 艺 术 形
式。其中，
既有传统剧目改编的河北
梆子《卧虎令》，也包含具有浓郁北京
特色的曲剧《太平年》、刻画“开眼看
世界”第一人的历史剧《林则徐在北
京》等新创作品。此外，为进一步贯
彻和落实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理念，
本届演出季还将邀请天津北方演艺
集团、河北演艺集团的两台话剧——
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日
出》、河北省承德话剧团演的话剧《成
兆才》作为同贺演出，为新中国七十
华诞献礼。
十年是一个句号，
也是一个新的
起点。
“北京市去年推出的《北京市推
进市属文艺院团改革发展方案》对
于未来演艺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助
推作用，为我们的潜心创作提供了
良好的政策环境。”王珏表示，
“ 未来
十年，我们会借助院团改革的东风，
借助十年的新起点，发挥九大院团
的力量，
让更多的文化产品进入北京
市场，
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
求服务。
”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繁荣美术创
作，
“北京意象”
大型美术创作工程今
年走进昌平。由北京市文联与昌平
区委、区政府共同主办，北京美术家
协会、北京画院、昌平区委宣传部和
昌平区文联承办的“北京意象·画说
昌平”大型美术创作工程近日正式
启动。
“北京意象”
是北京市文联主办、
北京美术家协会、北京画院承办的大
型美术创作工程，始于 2010 年，涵盖
采风、创作、展览、出版、收藏等多个
环节，是一次大规模的艺术之旅，通
过反映地区精神风貌作品，
全面立体
地表现北京国际文化之都形象，
推动
北京美术创作的繁荣与发展。该活
动每年与一个区合作，
此前已连续举
办 9 届。昌平区是“北京意象”的第
10 站，
定名为
“北京意象·画说昌平”
。
今年的“北京意象”大型美术创
作活动将从自然风光、历史文脉、人
文景观、民间习俗、典型人物等多个
维度展现昌平的独特魅力。创作将
涵盖以关沟风景区、虎峪自然风景
区为代表的昌平风景；挖掘以居庸

关长城、和平寺为代表的深厚历史
文化底蕴；反映以漆园村龙鼓、涧头
村高跷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描绘大运河文化带、沙河大学城以
及昌平地区的英雄人物、典型人物、
历史人物等。
中国美协主席范迪安认为，
“北
京意象”
在全国美术界都是一次持续
时间最长、组织美术家数量较多，且
具有时代主题的美术创作活动，
也是
首都美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繁荣
美术创造的一项重要活动。他介绍，
3 月份以来，昌平文联、美协组织有
关人员对昌平地区具有地方独特性、
代表性的几十处优秀景点进行摸排、
走访，精选出来 24 个适合写生和采
风活动的创作点，
“ 艺术家们要深入
到历史的景观中，
更要深入到生活的
现场，
通过感怀时代、感怀生活，
才能
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据悉，活动将邀请 200 余位美术
名家，
在为期 3 个月的时间内，
分8批
次先后深入昌平区的各个乡镇进行
采风写生，
力争创作出一批反映区域
特色的主题作品。9 月份将组织专家
从中评选出约 130 幅优秀作品，
于 11
月 7 日到 18 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