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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频拿国际电影奖，业内人士却不识也不认

小心山寨电影节两头忽悠
“这个奖的含金量确实不
高，专业性不强，在电影行业中
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
每年会颁
发几百个奖项，基本以鼓励为
主。”全程参与电影节报道的记
者柯燕透露。
曾拍摄过《盲山》
《盲井》等
影片的导演李杨在微博上转发
了题为《杨幂们拿这种“国际影
后”，丢谁的脸》的文章，招至杨
幂粉丝的围攻和谩骂。李杨通
过微博回应，
“你们的偶像演技
好坏自有公论，
不用我说。任何
一个演员演得好，我都会点赞。
我想说，
中国影视界弄虚作假的
现象（不针对任何人）只会伤害
中国电影和电影人。
”

一则杨幂获奖的消息近日震惊了不少网
奖的秘密
友：
她凭借影片《逆时营救》夺得美国第 50 届休
电影节的含金量怎么判断
斯敦国际电影节雷米奖最佳女演员，
该片同时
杨幂得奖事件爆出后，
最令网友关心的问
拿下最佳影片。然而，
质疑之声随之铺天盖地， 题便是，
该奖项到底是不是山寨奖，
以及如何判
认为该奖含金量并不高，
有山寨奖之嫌。多数 断一个电影节的含金量。
网友认为，
与其挖空心思拿一个所谓国际奖出
“我就说一句话，
除了圣丹斯电影节，
美国
头，
不如静下心来踏踏实实磨炼演技。
没有什么好的电影节。美国有很多小的电影
奖的故事
节，
多为商业电影节，
需要出钱拿奖，
组委会还
杨幂得了一个国际电影奖
得求人参加。
”
华夏电影发行公司副总经理黄群
背景布没挂平整，LED 屏里是 PPT 介绍 飞表示，
一般来说，
只有国际A类电影节的奖含
页，
堪称山寨款的
“小金人”
，
背景板上全是中国 金量比较高。
赞助商的名字……嘉行杨幂工作室日前在微博
影评人赛人介绍，
通过获奖影片及演员来
上曝光了杨幂获奖的消息，
然而从视频截图看， 判断一个电影节的实力，
是最直观的方法。
“如
这个颁奖现场实在有点寒碜。尽管杨幂本人并 果一个非常烂的电影或者演技并不好的演员拿
未转发这条微博，
也未见媒体大规模报道获奖 了奖，
可想而知这个电影节是怎样的。
”
赛人说，
消息，
但她的粉丝都纷纷表示祝贺：
“大幂幂终 在目前全世界 15 个 A 类电影节中，
影响力和权
于拿到人生第一个影后了。
“
”实至名归。
”
威性也有高低之分，
“第一档是欧洲三大电影
粉丝的庆祝还没落幕，
一些网友便开始质 节，
戛纳、
威尼斯和柏林；
再下来是日本的东京
疑该奖项含金量太低。根据百度百科介绍，
休 电影节、
西班牙的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
加拿大
斯敦国际电影节设有最佳故事片、
纪录片、
电视 的蒙特利尔电影节和瑞士的洛迦诺电影节。
”
广告、
音乐电视等10个单元评选，
下设200多个
有一种情况是，
国内一些企业和机构打着
分项，
分别为大奖、
白金奖、
金奖、
银奖、
铜奖、
评 权威性电影节的旗号，
举办一些含金量不高的
委特别奖等。有的年份参赛片曾达数千部，
有 评奖。
“人家一个正规电影节，
中国人跑过去，
弄
15%到20%的影片会获奖。
个摊位，
租个酒店，
办一个某某电影节中国日活
本届电影节共有来自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 动，
误导国内大众；
或者在电影节上办一个中国
地区的 88 部故事片和 100 多部短片参展，
其中 影展，
自己设置参展影片和奖项，
想颁给谁就颁
中国影片33部，
共有12部获奖。这部让杨幂封 给谁。
”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指出，
这
后的影片《逆时营救》，
由韩国导演尹鸿承执导， 些奖项与那些真正的电影节毫无关系，
更不能
杨幂、
霍建华、
金士杰主演，
将于6月底上映。
称得上是国际奖项，
“国际奖项起码得有三个国

家以上参加才算，
全是中国影片，
怎么算是国际
大奖？
”
在国外，
一些电影行业活跃的城市举办电
影节展比较常态化，
无论是政府、
企业、
行业协
会，
还是个人，
都能相对容易地申请举办电影节
展。
“海外华人华侨也需要各种文化活动。我相
信大家一开始的目的还是为了增进交流，
但慢
慢有的就变得不单纯了。”另一位业内人士透
露，很多出处可疑的山寨电影节就是在“两头
骗”
，
一方面想方设法从国内政府和企业那里拿
资金，
另一方面则
“忽悠”
国内明星来站场撑台
面。
至于这些明星拿到这些奖，
会对国内电影
圈产生什么影响，
不少业内人士都直言
“不会有
任何影响”
“
，这些奖就是一个自娱自乐，
顶多获
奖明星借此宣传一下。
”

奖的意义
明星明知故犯原来为了这
近年来，
中国电影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收
获甚少，
反倒是国内一些明星常常拿到一些名
不见经传的国际奖项。2014 年，
景甜曾拿到一
个好莱坞国际奖；
吴亦凡凭借《老炮儿》获得东
京电影节中国电影周最佳男主角奖……一位影
评人表示，
这些奖并非明星主动去
“买”
，
而是奖
项的主办方为提高知名度，
邀请艺人过来，
“一
般都是谁当红给谁奖。
”
有粉丝为自己的偶像辩白，
“主办方都邀请
了，
难道不去？那也太不尊重别人了吧。
”
对此，
该影评人直斥这些艺人
“太短视”
“不自重”
“
，主
办方邀请，
你可以选择不去呀！主动权完全在
你自己。说白了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些
艺人难道不清楚这些奖是怎么回事？但还是去
了，
因为既可以为自己冠一个影帝影后，
还能带
上工作团队在国外免费玩几天。
”
在多数业内人士看来，
明星拿山寨奖虽然
多少会带坏风气，
但并不会成为主流。网友
“公
子晓卉”
感慨：
“心疼明星和粉丝。这些没什么
含金量的奖换别人真的都不当回事，
他们却要
掩耳盗铃地这么吹，底子真是贫瘠到让人可
笑。
”
不过，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
明星纷纷去国外
领山寨奖，
客观上也跟国内缺乏有公信力的电
影奖有关。
“谁不想拿奖呀，
大家小时候写作文
拿个奖都开心得不行，
更何况演员？他们太需
要奖项的肯定了，
而国内又缺少有分量的奖。
”
据《北京日报》

《欢乐颂 2》话题不断热度高

情侣一起出去吃饭，一定要男生买单吗？
正在东方卫视热播的《欢乐颂 2》持续高收视和议论
热潮，最新的话题则是：情侣出去吃饭，是该男生买单还
是 AA 制？事实上，相比第一季，该剧涉及了更多社会现
实，从准婆媳关系，到受争议的小包总、惹人疼的樊胜
美，虽然这个 IP 慢慢变成了狗血的都市生活剧，却也让
许多人感同身受，从戏里看到了自己。

戏中情景：
“小蚯蚓”请男友吃饭
樊胜美看法不同
剧中，邱莹莹和“IT 男”应勤单纯甜
蜜的爱情是一大亮点。为了考察应勤，
邱莹莹请樊胜美一起吃饭把关。应勤没
有点价格贵的菜，不点饮料，只喝白开
水。樊胜美对这些都有不同意见，结账
时还是邱莹莹抢着买的单，应勤在一旁
看着没有任何表示。樊胜美就不能理
解：
“ 女孩子跟男孩子出去约会，男孩子
买单是天经地义的事，你这样做是会把
对方惯出臭毛病来的，以后他请你吃饭
你就吃，送你礼物你就收，大不了嘴甜一
点，多说几句谢谢。”
不过，邱莹莹觉着，每次都是男友请
客，她心里很过意不去，这次发了奖金，
就自己主动提出买单，
“谁的钱都不是大
风刮来的，他和我都赚钱，我们两个轮流

请，这样不牵涉经济，这样的感情才纯
粹。”邱莹莹的原则就是“有情饮水饱”，
恋爱中不应该有那么多想法和顾虑。
对此，樊胜美提出反驳意见：
“ 你年
纪小，不懂，你看我们二十二楼，我、安
迪，哪个跟男人出去是 AA?就连那个倒
贴的曲筱绡出去和赵医生吃饭，都是赵
医生买单。”
网友讨论：
礼尚往来最合适？
对于 AA 制的问题，网友呈现出了截
然不同的观点，有人支持男生买单，认为
AA 制会让男生觉得没面子，
“ 第一次一
定要男生买单”
“男生买单是一种约定俗
成，又不是太重的负担，满足男生想做绅
士的心理，前提是主动自愿，但是买化妆
品包包等贵重物品，就不要让男友买单
了。”
同时，
网友们更是现身说法，
认为是否

AA制要看具体情况，
但女方太主动的确会
惯坏男生，
“女方一直抢买单，
要么是不够
喜欢对方，
怕亏欠太多，
将来分手时脱身困
难，
要么是不够信任对方，
怕不买单会影响
自己的形象，
如果两人关系很明确很舒服
的状态下，
会很轻松自然地让男方买单，
当
然男方有苦难的时候也会轻松自然地说出
来，
让女方买单，
女方也不会介意，
所以要
视两人状态来定。
”
还有人表示，这不是太大问题，
“大
事 AA，小事随意，其实两人长期相处就
不会在乎这一点了”
“最重要的不是谁付
钱，
而是都想着为对方付出”
。
也有人建议说，每次都 AA 固然太麻
烦，所以礼尚往来是最合适的恋爱相处
之道：
“ 男生主动买单是态度，女生可以
追求平等和独立，买单的次数差不多就
行了。”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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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事件不碍回归

吉米·坎摩尔将继续主持奥斯卡

吉米·坎摩尔将重回奥斯卡颁奖礼的舞
台，主持 2018 年第 90 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学
院与美国广播公司昨日宣布了这个消息，一
同回归的还有上届颁奖典礼的制作人迈克·
德·鲁卡和詹妮弗·托德。
上届奥斯卡三人组的表现获得了广泛好
评，但信封事件成为奥斯卡历史上最大的乌
龙事件。17 日消息宣布后，吉米·坎摩尔也调
侃道：
“ 如果你认为我们把今年的结局搞砸
了，那就好好期待第 90 届奥斯卡典礼我们准
备搞点啥了！”
第 90 届 奥 斯 卡 金 像 奖 颁 奖 典 礼 将 于
2018 年 3 月 4 日在好莱坞杜比剧院举行。
据《南方都市报》

风行近 30 年

MP3 格式正式落幕

在风行了近 30 年后，发明 MP3 格式的德
国研究机构夫琅和费集成电路研究所最近宣
布，已经终止了 MP3 相关专利的授权。这意
味着兴起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 MP3 音乐存储和
播放格式，
将只留存于历史。
MP3 能将音乐内存变小，造就了人们便
携式收听习惯。对于很多 80 后、90 后来说，整
个青春期的记忆都和 MP3 有关。MP3 播放格
式的谢幕，引发了许多人的集体感怀。卫先
生曾经是流行音乐的发烧友，十多年前家里
刚装了电脑网线时，曾经不分昼夜下载 MP3
格式的歌曲，笨重的播放器 WALKMAN 和便
携 CD 机，变成了小小的 MP3 播放器。
“ 最早
的时候，下 MP3 是用网线的，下完一首 MP3 大
概要几个小时，那时候电话账单寄过来，爸妈
一看就不对了。”
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体上，音乐爱好
者也纷纷留言，有的甚至称“感觉拥有了 MP3
就拥有了全世界”
。
音乐评论人安栋说，MP3 的出现，让音乐
的“体积”压缩，只占原文件 10%的存储空间，
歌曲通过网络发布和下载，传播速度增快，范
围更广。
“ 所 有 的 流 行 音 乐 母 版 出 来 ，都 是
WAV 格式。一首歌如果是 WAV 的话是 50 多
兆，下载 MP3 是五六兆，以原来十分之一、八
分之一的形式压缩。”
MP3 的出现，让歌曲的传播载体不再受
限制于卡带、CD 等固有物体，火柴盒大小的
一 个 MP3 播 放 器 ，可 以 存 储 上 百 首 流 行 歌
曲。然而，随着科技的革新，MP3 同样难逃
“前浪死在沙滩上”的宿命。
如今随着智能手机音乐播放功能的日臻
成熟，人们习惯插着耳机听手机。德国夫琅
和费集成电路研究所终止 MP3 专利授权，是
因为一款名为“AAC”的高级音频编码格式已
经成为手机下载音乐的实际模式。某音乐网
站技术负责人秦先生说，AAC 格式比 MP3 的
功能更强大，位速率比 MP3 低得多，可将人耳
感知不到程序剔除，占的内存更少。
风行了近 30 年，MP3 即将落幕，不少人担
心，原来那些 MP3 格式的歌曲还能否正常播
放？秦先生说，目前大部分的音乐播放器都
具备向下兼容功能，仍然支持原来的 MP3 格
式。
“ 一 些 音 乐 网 站 以 后 的 格 式 ，不 会 是 以
MP3 文件的形式发布，换成 AAC 之类的。但
是原先有的还是能放，所有电脑系统一般是
向下兼容的，就是老的我还能读，不会受影
响。”
据《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