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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城文化演出“围着孩子转”

亲亲子子演演出出热热度度高高，，全全国国排排第第三三

天天娱评

影影视视造造假假,,

卖卖脸脸赚赚天天价价也也得得查查

随着有些年轻演员用替身
演戏等不敬业行为被广泛批评，
国内影视产业的质量问题再一
次成为热点。恰逢一年一度的

“3·15”，影视中的假票房假收视
率假表演，就是当前国内影视行
业需要集中面对的问题。类似假
票房假收视率等问题，对整个行
业生态的影响，无疑最后还是由
行业链条的终端——— 普通观众
来买单。

其实在这三假中，比较容易
让“圈外人”不能理解的，是假表
演。如果说假收视率假票房都是
等于直接造假骗钱，比较容易整
明白，而且其造假主体也很容易
锁定的话，假表演实在是让“圈
外人”不能理解其行为的动机和
后果之间的“性价比”。在一般的
观众看来，影视明星尤其是某些
当红明星们所拿到的片酬已经
是天价，即使认认真真演戏也已
经属于应该感恩戴德的状况，怎
么还能敷衍到这个程度呢？

某些当红明星只卖脸的这
个行为，连国外的同行都诧异
了，即使是最短暂的流星，也没
听说过连文戏都用替身的。

其实，假表演的主要板子，
还真不应该只打某些当红明
星，因为从事造假的，首先还是
制造商。如果出品机构不允许
这样的行为存在，谁也拿不下
这样的合同。那么生产机构为
什么采用这样的模式生产影视
剧呢？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是竞
争压力和成本控制。如果可以
用替身的方式，就可以在一个
明星演员的合同时间内，拍最
多场次的戏，少数明星只拍脸，
几天就可以搞完，然后几个组
可以同时开工，明星的戏只要
用替身插进去就可以了。这样
不仅仅压缩了明星的总合同金
额，还可以大幅度缩短整个项
目的拍摄周期。这样完成的项
目，既不会因为没有足够的明
星而减少竞争力，又不会因为
在明星身上开支太多而导致利
润太薄，播出平台和广告销售
商都有足够的卖点，可谓一举
数得。

从这些出品机构的角度来
说，既然这样抠像出来的鲜肉
脸就能卖得不错，为什么还要
下大力气去做良心剧呢？恐怕
在某些从业者看来，对待这些
当红明星的“脑残粉”们，这样
就足以对付了吧。

套用姚明的公益广告词，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难道真
的是这届观众不行，才导致的
这种现象发生吗？

如果回顾一下“3·15”的产
生和发展，我们就会明白，即使
是再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也不
能杜绝黑心商家的唯利是图；
在任何一个市场中，作为个体
的普通消费者永远都是弱势的
一方。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这种
不正常的造假牟利行为，还应
该由政府管理部门、行业本身
和观众一起携手，尽可能创造
出一个相对健康有序的市场环
境，让勤劳者得利，造假者受
惩。 （郁晓东）

本报讯 继鲁迅书稿手
稿、钱钟书书信手稿引发的侵
权官司后，13日上午，茅盾手
稿侵权案在南京市六合区法
院大厂法庭第三次开庭审理。
因认为拍卖公司天价拍出茅
盾手稿涉嫌侵犯相关著作权，
茅盾的孙子、孙女等3名亲属
作为原告，起诉要求南京经典
拍卖有限公司(简称经典拍卖
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并进行赔
偿，之后将涉诉手稿卖家张先
生追加为被告。在庭审中，原
告方又提出追加竞拍手稿的
岳先生为被告，案件审理的内
容也从界定茅盾手稿是否属

于著作权保护的书法作品，逐
渐扩展到了拍卖公司与委托
人、买受人之间是否存在违规
拍卖的层面上。

这份被拍卖的是茅盾于
1958年写下的一篇评论文章《谈
最近的短篇小说》手稿，文字内
容已发表于1958年的《人民文
学》第6期，按照当时的惯例，手
稿应保存在人民文学杂志社。

据媒体报道，2014年1月5
日，这份30页9000字的手稿在
经典拍卖公司的2013年秋拍
中国书画专场上进行展览拍
卖。经过44轮激烈竞价，终以
1207 . 5万元的高价拍出，打破

了中国文学作品手稿拍卖的
价格纪录。

而茅盾先生的后人对拍
卖一事毫不知情。在交涉多次
未果的情况下，茅盾亲属以侵
犯著作权为由提起了诉讼，要
求经典拍卖公司停止侵权、公
开道歉，并赔偿50万元损失，
同时要公开进行道歉。

此案第二次开庭时，原告方
将拍卖的卖家张先生作为追加
被告，希望以此来确认手稿来源
和拍卖是否具有合法性。

13日上午第三次开庭。法
庭审理情况和经典拍卖公司
当庭提交的几份证据显示，该

份手稿是被一名岳先生竞拍
购得。但在成交前，岳先生并
没有按照规定缴纳保证金，在
拍卖成交后，岳先生由于资金
困难，一直没有支付拍卖款。

“手稿在拍卖行保存了一段时
间，又还给了张先生。”经典拍
卖公司代理律师张复友说。

对此，原告方提出追加竞
拍人岳先生作为本案的第三
被告，以便查清拍卖的合法性
以及该案是否存在三方恶意
串通的违规拍卖行为。

法庭此后宣布休庭择期
再审，届时再确定是否追加岳
先生为被告。 （综合）

茅茅盾盾手手稿稿被被拍拍出出千千万万元元天天价价
家属追加买家为被告

本报记者 倪自放

30项演出
位居全国第十

最近，娱乐产业研究机构
艺恩等发布的2017年一二月
份《中国演艺赛事数据报告》
显示，济南以30项演出位居城
市文化演出开演数量第十位，
排在济南前面的全部是城区
人口数量多于济南的大城市，
比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
深圳等。不过文艺演出类别相
对集中，包括13项儿童亲子类
演出，12项曲艺杂技类演出。
其中儿童亲子类演出位居第
三，远超广州、武汉、杭州等大
城市同期，济南儿童亲子类演
出的强势可见一斑。山东世博
演艺票务部主任王玉环告诉
记者，报告基本反映了济南演
出市场的鲜明特点。在儿童亲子
类演出方面，省话剧院的亲子剧
场、济南儿童艺术剧院的宝贝剧
场已运作多年，几乎每周都有演
出，去年8月启动的JN150剧场，
目前演出较多的也是儿童剧。记
者在省会大剧院目前排定的
十余场演出剧目中，也发现了
至少三部亲子类剧目。

相比其他类别的文化演出，
济南儿童亲子类剧场上座率还
算不错，王玉环介绍，“就JN150
剧场而言，演儿童剧上座率能达
到八九成。从市场售票比例看，

济南几个儿童剧场的售票率超
过其他类别演出。”

儿童剧为什么相对受到
欢迎？王玉环认为还是观众
群，“目前儿童消费市场不可
小觑，在文化消费上也是如
此，儿童亲子类演出因为兼具
艺术熏陶和教育的功能，所以
受到家长的欢迎。”另外，王玉
环还分析说，虽然儿童亲子剧
场每场演出的票房并不是太
多，但属于投入少利润可以预
期的演出。

艺术考级
影响演出市场吗？

在2017年一二月份《中国演
艺赛事数据报告》公布的数据
中，济南以12项曲艺杂技类演出
位居全国各大城市第五位，业内
人士对此并不意外，济南向来有

“曲山书海”之称，最近几年，陆
续恢复或启动了明湖居、历山艺
享汇、芙蓉馆等多个曲艺演出阵
地，观众群比较固定。

济南历山艺享汇负责人、山
东曲艺名家李连伟告诉记者，济
南的曲艺演出不能说非常火爆，
但演出很固定，大多能保证周周
有演出，也坚持了多年，明湖居
除了固定的演出，面向外地游客
的演出场次也很可观。

李连伟说，成年人一直是
曲艺的固定观众群，但最近一
年来，他发现到历山艺享汇看
曲艺演出的孩子比例在逐步

增加，“这些小观众有的七八
岁，有的十岁的样子，基本是
小学年龄段的。”在调查中记
者也发现，传统曲艺演出竟然
也同少年观众群悄悄结缘。

在同这些小观众及他们
的家长交谈中得知，这些新近
爱上传统曲艺的小观众，有一
部分是想学习传统曲艺，“他
们学习曲艺的目的一般不是
想成为曲艺演员，毕竟优秀曲
艺演员的成才率还是较低的，
他们只是接受艺术熏陶，培养
一个爱好，就像学习钢琴一
样。也有少数人知道快板可以
像器乐、声乐那样考级了，他
们也在考虑参加曲艺类考级
的可能性。”

李连伟介绍，快板考级对
曲艺肯定有带动作用，“我省
部分高校也在探讨将曲艺纳
入大学本科教育的可能性，如
果能变成现实，可以说是给曲
艺类演出添了一把火。”

演唱会要票风
稍稍有改变

济南演出市场一位资深
人士告诉记者，儿童亲子类演
出的火爆是全国演出市场的
共有现象，这种带有艺术熏陶
或者教育功能的演出，属于儿
童文化消费，只不过这类演出
在济南更受青睐。“另外，带有
专业教育性质的文化演出也
受到欢迎，比如各种经典音乐

会，市场反响不错，观众群也
很庞大，就是学习此类音乐或
器乐的学生或从业者。另外，
理查德·克莱德曼和郎朗的钢
琴音乐会，售票情况也不错，
济南的文化演出，还真是围绕
学习相关艺术的孩子在转。”

在一二月份六大类文化
演出热度城市的排名中，济南
演唱会、音乐会、话剧歌剧、芭
蕾舞开演数量上均未能进入
前十。上述受访人士表示，相对
于那些围绕着孩子的文化演出，
济南的大型流行音乐演唱会市
场一直表现一般，“也许和消费
习惯有关，只有极少数非常有市
场号召力的歌手，才能在济南
有乐观的商业售票。”

要票习惯，此前一直被视
为影响演唱会市场的一大痼
疾。市场资深人士表示，在最
近一年多的时间里，济南演出
市场的“要票风”稍有改变，

“部分演出承办方也在极力改
变送票这一习惯，规范市场。”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表示，
在济南大型流行音乐演唱会
要票、送票的风气没有那么猛
了，但演出承办方通过拉赞助
变相送票却没有改变，“目前
纯粹靠售票收回成本非常难，
比如一场演唱会成本是200万
元，承办方不得不拉赞助托
底，而给赞助方的回报之一就
是赠送一定数量的票。纯粹靠
卖票盈利的大型演唱会少之
又少。”

近日，一项关于今年一二月份全国文化演出热度的统计数据显示，省城济南虽然在排名中未能进入前十五名，但在六大大类文艺演
出数据中，济南儿童亲子类演出位居开演数量第三位，仅次于北京和上海。业内人士分析，具有教育功能的亲子类演出出、有考级趋势的
曲艺类演出占据优势，是济南文艺演出的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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