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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节不是拼盘演唱会

“还有12天就过年了！”这是
“山东迷笛倒计时”微信群里最
兴奋的欢呼声。在2021年济南迷
笛音乐节官宣之后，“山东迷笛
倒计时”的微信群就张罗起来，
群内人数从一开始的两百多人
增加到了现在的将近五百人。大
家都在翘首以盼音乐节阵容的
发布，互相约定设好闹钟等着抢
票。

对于乐迷最关心的嘉宾阵
容和演出排期，济南迷笛音乐节
总导演、迷笛CEO单蔚透露，他
们会在音乐节开始前的10天到
一周之内全部官宣。“这两天还
有乐队临时有事需要变动，具体
还要等待艺人组的通知。我们需
要调配安排将近70支乐队和音
乐人，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的
工作。”单蔚说，在本次音乐节阵
容全部公布之后，大家可以去网
上具体了解演出乐队和音乐人，

“其实音乐节是需要通过大家的
好奇心和努力，来发掘心中的宝
藏乐队的。”

在济南迷笛音乐节公布的
首批嘉宾名单中，崔健、二手玫
瑰、舌头、木马、萨满、郁等乐队
的加入让乐迷们大为振奋。不过

单蔚表示，迷笛音乐节不是以明
星阵容为主要特色的表演活动。

“我们希望乐迷或者市民朋友不
要以看拼盘演唱会的心态来参
加音乐节，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性
质。迷笛音乐节集合了不同的音
乐风格和音乐元素，是把大家集
结在一起的音乐节日，我们不会
对某个艺人单独渲染或者重点
突出，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迷笛音
乐节的多样化。而且迷笛音乐节
一直都致力于推陈出新，我们这
次也通过比赛考察和选拔了一
批山东本土音乐人。”

除了嘉宾阵容，演出的排期
也是乐迷们热烈讨论的话题。

“听说崔健会连演三场”“好像大
牌全在30日的前夜登台”……各
种猜测和传闻在乐迷的微信群
中流窜着。单蔚对此进行了澄
清，“崔健只会在某天晚上演出
一场，而且嘉宾们也都是分散
的，每天都会有精彩的内容，萝
卜青菜各有所爱，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的口味来选择。”

迷笛将于五一档期在济
南、滨州、成都三城连动举办，
而济南站是官方最晚敲定官宣
的。此前乐迷圈中一直盛传大
咖档期早被抢走，因此济南站
这次很可能没有大咖加盟。而
当济南迷笛音乐节的首批嘉宾
阵容官宣之后，大家纷纷激动
地拍手叫好，尤其是像中国摇
滚教父级人物崔健和中国摇滚

支柱力量二手玫瑰的出场，让
人们喜出望外。

单蔚表示，济南站能够邀请
到崔健和二手玫瑰非常顺利。

“崔健和二手玫瑰都是迷笛的老
朋友了，崔健在1993年迷笛学校
刚成立的时候就参加出席了，他
的很多优秀乐手也都是迷笛学
校的专业老师。二手玫瑰得过好
几次迷笛的重要奖项。迷笛和他
们的沟通是完全无障碍的，大家
是平等合作的关系，不像普通演
出需要花费特别大的精力去邀
请。”

山东乐迷气质独特

济南迷笛音乐节已于本月
15日开票，单蔚介绍，目前出票
情况非常火爆，预售已经超过上
万张门票。本次音乐节有1000
张特惠价的“笨鸟票”，在开票
一个多小时就售罄。“音乐节和
演唱会的售票方式不一样，演唱
会会按照不同区位把票价分成
三六九等，而我们都是单一票
价，有套票和单日票。我们按照
大学生和刚工作的年轻人群体
可支配的文化消费标准定价，价
格相对合理优惠，这都是国际惯
例。”

由于出票情况火爆，单蔚提
醒想要参加音乐节的观众提早
买票。“我们的参与人数会受到
场地规模限制，大型活动主管部

门也会对音乐节的观众人数进
行核定，如果到时候观众总量达
到人数上限，就不会有现场票出
售了。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尽早提前买
票预订。”

为了杜绝“黄牛票”，济南迷
笛音乐节全部实行电子票，通过
身份证实名制认证，一人一票。

“济南以前没有举办过大型音乐
节，这个演出市场还需要大家一
起来培育和保护。作为主办方，
我们还是呼吁大家要有版权意
识和从正规渠道买票的习惯，这
样才能让整个市场往良性方向
发展。”

此次济南迷笛音乐节将举
行名为“迷笛拥抱”的特别活动，
该活动曾在2019年苏州太湖迷
笛音乐节首次呈现，济南迷笛音
乐节将会第二次上演“迷笛拥
抱”。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为
此专访了活动设计者袁泽铭，恰
巧他正是山东济南人。“迷笛现
场的少男少女们多多少少都有
渴望拥抱的心，但是没有正当的
理由，不如我就代表官方给他们
一个正当理由，让他们去拥抱
吧，把平时不敢交流拉近的人际
关系给打破。”单蔚表示，这样的
活动在疫情之后显得更加具有
现实意义。“疫情似乎让人与人
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我们希望
通过音乐节上的拥抱让大家更
加紧密，当然前提是要做好防疫

措施。”
除了音乐演出之外，迷笛音

乐节还准备了餐饮区、露营区、
公益活动和互动项目。在“山东
迷笛倒计时”的微信群，大家已
经开始准备起帐篷租赁和大巴
约车。有人打算从长沙、呼和浩
特等地自驾来济，有人组织从郑
州、营口坐大巴来济南，这是全
国乐迷朋友欢聚的一场派对狂
欢。“每次迷笛音乐节都会有半
数以上的乐迷来自天南海北，他
们有的会从好几千公里以外赶
来，而济南的交通四通八达，对
于乐迷朋友来说是个便利条件。
这也正是山东乐迷表现热情好
客的好机会，让外地乐迷可以更
多地了解山东人的性格、美食、
文化和旅游资源，音乐节提供了
一个加强了解、双向互动的平
台。”

单蔚说，山东乐迷有着独特
的气质。“之前山东有很多乐迷
组织都会跟着迷笛音乐节全国
包车，他们在露营区都特别活
跃，能够把现场氛围营造起来，
而且酒量特别好。在济南迷笛音
乐节的筹备过程中，我也感受到
了当地乐迷的满满期待，相信这
次迷笛音乐节会在济南掀起一
股不小的热潮。”单蔚同时透露，
不仅是今年的迷笛音乐节将助
力“文化济南”，在未来几年内也
会深耕济南市场，丰富大家的音
乐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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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灯塔实时数据显示，经过
108天的放映，截至4月18日16时
24分，2021年度中国电影市场总
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00亿元，总
观 影 人 次 达 4 . 7 5 亿 ，总 场 次
3813 . 04万场。其中《你好，李焕
英》贡献超54亿，《唐人街探案3》
贡献超45亿，国产片成为票房的
绝对主力。随着“五一档”的来临，
2021年度总票房即将迎来又一波
提升。

截至目前，2021年度票房榜
前十的影片包括：54 . 07亿票房
的《你好，李焕英》、45 . 14亿票房
的《唐人街探案3》、11 . 96亿票房
的《送你一朵小红花》、11 . 55亿
票 房 的《 哥 斯 拉 大 战 金 刚 》、
10 . 35亿票房的《刺杀小说家》、
7 . 70亿票房的《我的姐姐》、7 . 62
亿票房的《人潮汹涌》、7 . 13亿票
房的《拆弹专家2》、6 . 69亿票房
的《温暖的抱抱》以及5 . 58亿票
房的《熊出没·狂野大陆》。可以看
出，除了《哥斯拉大战金刚》为进
口片并暂居票房第四位外，其余9

部影片均为国产片，而且《你好，
李焕英》《唐人街探案3》两部影片
的票房之和就占据200亿元票房
的49 . 6%。

2021年全国电影票房突破
200亿得益于开门红的“元旦档”
“史上最强春节档”“史上最强清
明档”。为期三天的元旦档，全国
电影票房报收12 . 99亿元，不仅
打破了 2 0 1 8年元旦档创造的
12 . 71亿元票房纪录，更让2021
年的电影市场迎来一个开门红。
在《唐人街探案3》《你好，李焕英》

《刺杀小说家》等影片的助力下，

今年除夕至正月初六，全国电影
票房达78 . 22亿元，观影人次达
1 . 6亿，刷新春节档全国电影票
房纪录。同时，2 0 2 1 年 2 月以
111 . 64亿元票房创造中国电影
市场单月票房新纪录，也刷新了
全球单一市场单月票房纪录。在
刚刚过去的清明档也实现电影总
票房超8亿元，一举刷新中国影史
清明档票房纪录。

除了2021年度票房榜前十影
片贡献绝大部分票房，不断上档
的重映影片也助力电影票房持续
攀高，比如高口碑重映的《阿凡

达》又重新斩获3 . 73亿元票房，
《指环王：护戒使者》重映3天再次
拿下2200万元票房。

目前，“五一档”影片开始陆
续点映试水票房，张艺谋首次执
导的谍战片《悬崖之上》点映口碑
不俗。包括《悬崖之上》，已有十余
部影片相继定档五一，比如《古董
局中局》《真·三国无双》《世间有
她》《秘密访客》等，多种类型的影
片将在5月1日-5月5日的五一假
期期间展开激烈的正面交锋，届
时中国电影票房又将迎来一波可
喜的增长。

2021年全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
《你好，李焕英》贡献超54亿

济济南南迷迷笛笛音音乐乐节节提提前前探探秘秘

顺顺利利敲敲定定崔崔健健和和二二手手玫玫瑰瑰
2021年迷笛音乐

节首场大戏——— 济南
迷笛音乐节将于4月30
日至5月2日在济南国
际园博园举办，崔健、
二手玫瑰、舌头、木马、
萨满、郁等近70支乐队
和音乐人将登台演出。
随着举办时间的临近，
大家对于音乐节的各
项事宜也都越来越好
奇。演出阵容和排期何
时公布？崔健、二手玫
瑰是怎样敲定的？售票
情况如何？为此，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专
访了济南迷笛音乐节
总导演、迷笛C EO单
蔚，独家解密本次音乐
节的幕后故事。

摄影：闫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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