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8月
4日晚， 由国家大剧院主办的第
四届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
华美启幕， 来自中国、 美国、 俄
罗斯、 英国、 日本等15个国家和
地区的101位参赛选手齐聚盛夏
京城， 将在此后6天的赛程中展
开紧张激烈的角逐， 并评出古典
芭蕾组和编舞组共26个奖项。

西方舞蹈评论界曾预言 “芭
蕾的未来在东方”。 2011年， 北
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应运而
生， 迄今已举办三届。 借本次大
赛的契机， 国家大剧院邀请到了
14位国际著名舞蹈艺术家出任古
典芭蕾组和编舞组评委， 他们将
对入围的101位选手给予客观公
正的评判， 保障大赛的专业水准

和质量。
继开幕典礼之后， 第四届北

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的半决
赛 、 决赛将正式吹响号角 ， 5
日-10日 ， 8场比赛将在国家大
剧院三个剧场分别展开。 赛事之
外， 11日的大赛闭幕式与12日-
13日的两场芭蕾荟萃演出， 则将
荟聚14位国际芭蕾巨星， 为首都
观众们呈现世界级的经典芭蕾片
段展示。 此外， 由编舞组评委大
卫·宾利、 许芳宜分别带来的两
场大师课， 小剧场三部芭蕾电影
放映， 高峰论坛活动及芭蕾比赛
夏令营则将伴随比赛陆续展开，
让大家在欣赏比赛之余， 可以有
机会近距离地体验迷人而高雅的
芭蕾艺术。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 八
月正值暑期， 走进剧院观看演出
在当下已悄然成为一种亲子潮
流。 国家大剧院北京喜剧院在八
月暑期季特别安排了三台适合小
朋友们观看的精彩演出， 以音乐
会、 舞蹈剧场、 儿童剧这三种不
同的艺术形式开启孩子们的暑期
欢乐艺术之旅。

8月4日至6日， 由艾维克剧
团带来的瑞典旅行日记音乐会
《爱·漫游》 与观众见面。 在这场
专为孩子们打造的演出中， 艾维
克剧团的表演者将把旅行与音乐
结合在一起， 让旅行中的陌生感
与世界各地音乐中的浓郁特色产
生绝妙的 “化学反应”。

11日至13日， 加拿大现代舞
装置剧 《26个字母》 即将登台北
京喜剧院， 26个字母竟然从字母
表上蹦出来， 开始了一场语言的
舞蹈旅行。 该剧打破表演疆界，
颠覆剧场传统， 集现代与诗意为
一体———从A开始 ， 到Z结束 ，
通过舞蹈和其他艺术形式跨界结
合的方式， 让舞蹈自然融入小朋

友的身体 ， 并将每个字母的语
言、 词义、 情感、 声调展现得淋
漓尽致。 不仅如此， 导演海伦还
将邀请每位孩子参与到这场独特
的艺术体验中， 不仅能够观看舞
蹈表演， 更能够亲身参与到这些
绚丽的场景当中， 体验一场与字
母交流的奇幻之旅。

18日至20日， 中国儿童艺术
剧院的经典童话剧 《小蝌蚪找妈
妈》 将首次亮相北京喜剧院。 该
剧曾在2007年荣获第十届精神文
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 优秀作品
奖， 十年期间获奖无数， 陪伴了
众多小观众的成长。 神秘的水底
世界、 水下孤儿托儿所、 只会教
八以内算数的螃蟹大叔和炫酷拉
风的坏蛋大黑鱼， 这就是呼噜与
哈欠的新的历险。 这一次他们来
到了湖里， 和小蝌蚪一起找寻它
的妈妈。 呼噜变成了一只乌龟，
而哈欠也变成了一条小鱼， 他们
的性格也随之变得古怪起来。 整
个舞台通过多媒体和3D动画技
术的运用， 呈现出立体多变、 如
梦似幻的多维空间。

百余中外芭蕾舞者
“决战”京城

三台亲子演出八月亮相喜剧院

■文娱资讯

导演： 谢东燊
8月11日

■银幕掠影

《心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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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心理罪》是由李易峰、
廖凡、 万茜领衔主演的悬疑动作
影片 。 该片根据雷米系列小说
《心理罪》第一部《画像》的开篇故
事“血之魅”改编，以一起连环凶
杀案为切入点， 讲述了神探方木
抓捕高智商变态杀人犯的故事。

一杯人血牛奶， 为何会对人
产生致命诱惑？ 什么样的扭曲
心理才会为之痴狂， 甚至不惜接
二连三，连环杀人？非同寻常的杀
手，超越常理的罪案，需要非同一
般的警探。 年轻气盛的犯罪心理
学高材生方木出手相助， 却被卷
入其中； 身手不凡的野兽派刑警
队长嫉恶如仇， 却难以走出内心
泥沼。 两人联手，却成绝妙拍档！
一场高手间的身手较量， 心智的
角逐，随之展开……

导演： 冯德伦
8月11日

《侠盗联盟》

动作冒险片 《侠盗联盟》 由
刘德华、 舒淇、 张静初、 杨祐宁
及让·雷诺领衔主演。 电影讲述
了由刘德华饰演的大盗张丹在五
年前的一次盗宝行动中遭人陷害
入狱。 重出江湖后集结舒淇饰演
的美贼叶红和杨祐宁饰演的超级
骇客陈小宝， 开启了一场横跨欧
洲的盗宝冒险。 在此期间， 让·
雷诺饰演的警探皮埃尔和张静初
饰演的宝物鉴定师Amber对三人
穷追不舍……

作为影片的主演和监制， 刘
德华延续了一贯以来拼命三郎的
风格 ， 50多岁的他依然身手敏
捷， 飞檐走壁、 高空跳伞、 挑战
极限 。 而且影片还邀请到了因
“杀手里昂” 而闻名全球的法国
著名影星让·雷诺首次出演中国
电影。 戏里， 让·雷诺饰演的警
探皮埃尔始终对刘德华饰演的宿
敌张丹心怀戒备， 在张丹出狱后
依旧紧追不舍。

于彧 整理

本报讯 昨天 ， 据中国之声
《央广新闻》 报道， 针对近年来
部分演出商将演出门票打包给
“黄牛” 售卖， 导致观众很难通
过正规渠道购买到演出门票的问
题， 文化部近日出台了 《关于规
范营业性演出票务市场经营秩序
的通知》， 明确面向市场公开销
售的营业性演出门票数量不得低
于 公 安 部 门 核 准 观 众 数 量 的
70%； 同时表示， 将探索演出门
票实名制管理。

捂票囤票炒票、 一票难求 ，
不仅严重损害了消费者权益， 更
扰乱了演出市场正常秩序。 文化
部此次出重拳整治票务市场乱
象， 将对演出市场起到怎样的
规范作用？

去年年底 ， 王菲 “幻乐一
场” 演唱会的门票曾被炒到每张
上万元的价格， 最后却落得票价
崩盘， 无人问津； 今年6月， 薛

之谦上海演唱会的门票也出现一
票难求的情况， 票价被黄牛普遍
抬高千元。

有市民向记者反映， “一万
三千八一张票， 太贵了。” 记者
采访到 “黄牛”， 他表示， “票
非常少， 怎么可能没人买。 已经
卖到15万一张， 票贵也得买。 不
可能一千块钱可以看到王菲的演
唱会。”

近年来， 一些演出举办方或
票务经营单位在销售演出门票过
程中， 存在囤票、 与黄牛勾连炒
票、 虚假宣传等问题， 严重损害
消费者权益 、 扰乱演出市场秩
序 。 对此 ， 文化部近日出台了
《关于规范营业性演出票务市场
经营秩序的通知 》。 其中明确 ，
演出举办单位除自行经营演出票
务外， 应当委托具有资质的演出
票务经营单位销售相应门票； 互
联网平台企业不得为机构和个人

倒卖门票、 买卖演出工作票或赠
票提供服务。 换句话说， 今后演
出门票必须通过官方代理平台发
售， 例如大麦、 永乐、 西十区等
等； 同时将这些网上平台也纳入
了管理规定覆盖范围。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司长马
峰表示， 从事营业性演出活动票
务代理、 预订、 销售业务的经营
单位 ， 应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
证； 再次强调了相关资质要求，
并针对 “黄牛” 利用互联网平台
从事演出门票炒作和销售问题，
将从事演出票务经营活动的互联
网平台纳入管理， 并明确相关责
任义务。

值得注意的是， 《通知》 要
求演出举办单位、 票务经营单位
需明码标价， 不得加价销售， 不
得捂票、 囤票、 炒票， 不得虚假
宣传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
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演出门票数

量， 不得低于公安部门核准观众
数量的70%。

马峰表示， 此举为了避免票
务平台进行“饥饿营销”、限制门
票发行，造成供不应求、哄抬价格
的情况。针对个别演出商，将拼盘
演出作为某明星个人演唱会进行
宣传， 引诱消费者花高价购买演
出票问题，《通知》 要求销售演出
门票时，明示演出最低时长、文艺
表演团体或者主要演员相关信
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文化部将配合公安、 工商等
相关部门对倒卖门票、 虚假宣传
等问题进行查处。 对重点演出实
施特别管理措施， 如提前对演出
公司进行约谈； 鼓励各地探索对
重点营业性演出门票销售实行实
名制管理； 还将视情况将演出举
办单位和演出票务经营单位列入
文化市场警示名单或黑名单， 予
以管理或惩戒。 （中新）

裹裹脚脚布布一一样样的的周周播播剧剧
会会有有未未来来吗吗？？

■娱乐杂谈

周播剧 《醉玲珑》 正在东方
卫视热播， 虽然有陈伟霆和刘诗
诗两大流量担当， 但这部超大制
作依然无法在收视、 口碑和话题
上取得预期效果， 这个曾造出了
《花千骨》 的制片方， 还是没有
迎来新的爆款。 现在的情况， 当
然有各种原因， 但无疑会使得当
下的周播剧市场进入新的低谷。

去年电视荧屏形成了六大卫
视齐战周播剧场的繁荣局面， 一
时间让人感慨 “周播剧的春天要
来了”。 可最终入局者纷纷折戟。
先是江苏卫视播完 《九州天空
城》 就偃旗息鼓， 再是浙江卫视
形同虚设的周播剧场， 播出的多
是二轮剧、 老剧以及影响力偏低
的新剧。 接着， 就是前些天传出
的某制片方承包北京卫视和安徽
卫视周播剧场导致亏损问题。 从
“春天要来了”， 到 “周播剧还有
未来吗？” 只不过短短一年时间，
令人唏嘘。

如今黄晓明主演的 《上古情
歌》口碑糟糕、收视低迷，即将上
档的《秦时丽人明月心》（原名《丽
姬传》）由迪丽热巴主演，《轩辕剑
之汉之云》 由关晓彤和鞠婧祎领
衔， 但是这些流量小花能否撑得
住场面，同样叫人怀疑。

周播剧越来越有成为类似
“垃圾桶 ” 的趋势 。 可以看到 ，
周播剧场播出的基本上都是古装
剧和玄幻剧， 但是在日播市场，
受到播出数量限制， 这些题材就
只好被移到了周播剧档期， 实为
权宜之举。 从上游的制作情况来
看， 古装剧由于过审相对容易、
创作空间大等因素， 一直是热门
类型， 产出数量相当高， 但每一

年积累下来的未播剧数量也很庞
大。 相互作用之下， 周播剧自然
就沦为消化压箱底古装剧的地
位， 无论是故事、 表演， 还是服
化道上的审美， 都难免过时， 就
无法获得观众喜爱。

从编排策略来说， 欧美的周
播剧都是一周播一集或两集的体
量 ， 而且有非常固定的播出时
段。 中国的周播剧编排日益接近
“日播”， 概念和形式都已经名存
实亡。 比如 《上古情歌》 是一周
播六集， 《醉玲珑》 是一周播四
集， 《浪花一朵朵》 更是一周播
十集。 之所以一周播这么多， 主
要的原因就是剧集都太长、 注水
严重， 动辄60集以上， 无法用紧
凑的节奏吸引大家， 比如 《楚乔
传》 就有这个毛病。

这样的话， 未来周播剧场除
了无法提到晚10点以前， 有可能
直接告别 “周播形式”。 几大视
频网站要么是和卫视合作跟播周
播剧， 要么会员提前看全集， 也
算不上周播剧的形式， 对培养观
众看周播剧的习惯作用很小。

外国剧或许值得学习， 我们
很大一部分观众的择剧标准也是
被英剧、 美剧、 日韩剧的节奏和
情节培养起来的。 国产剧的周播
剧必须缩减集数， 拉长每集的长
度， 为故事和质量去增加单集投
资， 多尝试现实主义题材， 而不
是大家都去拼咖位、 拼IP。 奇怪
的是， 许多人认为品质不重要，
对周播剧不重视， 认为那只是消
化库存的一个档期， 或者总想用
流水线作业的方式炮制作品， 那
样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了。

（曾俊）

文化部整顿演出票务市场
将探索演出门票实名制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