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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熙熙攘攘的大商场里总
觉得烦闷， 可别人却有说有笑？
你能闻出饭菜不可口的气味， 可
别人却说你嘴太刁？ 你能利用直
觉识破谎言， 可别人却说你疑心
太重？ 高度敏感研究领域的先驱
伊莱恩·N.阿伦发现 ， 约15%至
20%的人属于高度敏感者， 他们
天生拥有一种特殊的神经系统，
能比其他人更深入而敏锐地感知
并处理内外刺激。 因此， 他们也
常常被贴上 “玻璃心” “矫情”
“脆弱” 等标签。

作为一名高度敏感者， 本书
的作者卡特琳·佐斯特现身说法，
收集了包含感官、健康、工作、家
庭、娱乐等多个主题的丰富案例，
鼓励高度敏感者抛弃世俗的标
准，大胆做自己，更好地利用自己
的特殊禀赋， 造福自己和他人。

本报讯 近日 ， 国家广播电
影电视总局发布了2018年12月全
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公示。 根
据公示， 2018年12月备案的电视
剧目共有140部 、 5210集 ， 同意
公示的剧目共 102部 、 3844集 。
从电视剧的题材来看， 当代题材
共 有 71部 ， 占 据 公 示 总 数 的
最多份额69.61%， 古装题材居其
次， 共有17部， 占据公示总数的
16.67%。 此外多部电视剧减少了
播出集数。

通过对电视剧梳理发现， 一
部与TFBOYS组合的成名曲 《青
春修炼手册》 同名的电视剧正式

备案， 讲述的是拥有运动天赋的
北江校草成安结识了冰球队一群
志同道和的好队友， 共同实现冰
球事业梦想的故事， 共40集， 将
于2019年8月开拍。

由管虎执导、 张嘉译和张一
山主演的 《大叔与少年》 之前一
度传出停拍消息， 如今也出现在
立项名单中， 预计在2019年9月
拍摄。 而杨超越首度参演的古装
剧 《长安诺》 也正式备案， 预计
将于2019年底制作完成。

名单上还有童年经典 《新大
头儿子和小头爸爸Ⅲ》， 和总集
数超过3000集的中国 “最长寿 ”

电视剧 《外来媳妇本地郎》， 将
继续拍摄136集， 也是此次公示
中集数最长的电视剧。

此外， 一部名为 《尚食》 的
电视剧也已备案， 由于正所在的
欢娱影视制作， 讲述明代少女姚
子衿入选为尚食局宫女， 一步步
从宫女、女秀才、女史到掌膳、司
膳，烹饪技术渐臻佳境的故事。据
悉，《尚食》 拟于2019年7月拍摄，
制作周期预计为两年。 有网友评
论剧情与经典韩剧 《大长今》 很
相似， 对此， 欢娱影视回应表示
《尚食》 为 “原创剧本”。

除了电视剧备案公示， 国家

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还发布了12月
全国电视剧变更通报， 共有13部
剧目变更剧名， 9部剧目变更制
作单位， 49部剧目变更集数。

其中， 由雷佳音、 易烊千玺
主演的 《长安十二时辰》 由60集
变更为26集， 张若昀、 李沁主演
的 《庆余年 》 由52集变更为46
集， 沈月主演的 《七月与安生》
由80集变为60集。

此外，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
红瘦》 《八月未央》 《九州缥缈
录》 《黄金瞳》 《我的真朋友》
等电视剧的集数均有所变动。

（中新）

当代题材居多 多剧集数变少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公布2018年12月电视剧备案

中国的电影档期越来越有
本土化趋势， 发行商都把片子
囤着放在 “春节档”， 反显得
“贺岁档”有些寥落。 为了提振
大家看电影的积极性， 发行方
不得不过度营销，导致《地球最
后的夜晚》 出现票房断崖式下
跌 。 毕赣的电影本来是要看
的， 但一直没买票， 主要是怕
缺觉的自己真的会睡着———这
对于一个自诩为文艺女中年的
自己是很颠覆的事， 你懂的，
我们都怕被戳破那层窗户纸。

电影 《来电狂响》 干的就
是 “戳破窗户纸” 的事儿。 现
实中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 所
以考验只能在电影中。 这是一
部翻拍片 ， 买了版权 (《完美
陌生人 》 ) 的 。 和原版相比 ，
中国版不够力度， 人物关系和
性格都变得简单了， 但也可以
说是 “更温暖”， 基本上传达
了一种和稀泥的哲学， 就是这
世界不美好， (男) 人都有各
种各样的毛病， 但也没有那么
糟。 渣男也不容易， 养家糊口
还要守住面子， 差不多得了，
怎么着都能原谅吧。 何况艳舞
女主播家里还有瘫痪的弟弟，
出轨女闺蜜又那么单纯， 怀个
孕就吓成那样 (但还知道打电
话给佟大为时假装成 “理财产
品” 推销员)。

电影的崩坏是从这里开始
的： 在剧情和观众都很疲惫的
时候， 它突然强行高潮， 马丽
(饰韩笑) 拥有了上帝视角， 拿

起手机和酒瓶逐一批判了虚伪
的朋友们、 讲了一番手机是万
恶之源的大道理， 接电话时来
了勇气， 表示要和性侵自己的
男上司斗到底。

性侵男最后被车撞死， 这
一幕看着很爽， 但我们也知道
那是戏， 因为编剧也不知道怎
么面对马丽下一步的人生困
境 。 聚会上她的朋友和老同
学， 对这一切并不特别关心，
几乎没有展开任何讨论， 最多
就是佟大为应马丽要求在剧本
里把性侵男上司写死。 《来电
狂响》 给我们的， 还是一种源
于生活但低于生活的戏剧 。
“源于生活低于生活” 几乎是
这几年现实题材影视剧的通
病。 《我不是药神》 原型的新
闻就比电影丰富多元， 《大江
大河》 是好的， 但它只是对现
实选择性地表达。

2018年挺流行的一句话就
是 “人间不值得”， 既道家又
佛系， 这种 “对现实不对抗只
以藐视的方式接纳 ” 的人生
观 、 价 值 观 很 诱 人 。 罗 曼·
罗兰不 是 有一句鸡汤 “生活
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那就是
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
生活”。 照此标准， 我们都是
生活的英雄啊！

最后， 想到如果跟孩子爸
玩交换手机的游戏， 手机里似
乎并没有什么需要提前删掉
的， 自己说 “人间不值得” 的
资格都没有， 不免郁闷。

本报讯 曾收获6亿元票房的
电影 《使徒行者 》 迎来续集启
动， 日前， 《使徒行者2： 谍影
行动》 在香港举行开机仪式， 张
家辉、 古天乐、 吴镇宇三人组再
度回归。 昨天， 片方也公布了首
款概念海报。

《使徒行者2》 的故事延续
了该系列 “找卧底” 的主题， 以
全新的故事呈现： 一份暗网解锁
的黑警信息， 令警界陷入前所未
有的恐慌。 为保护证据， 警界内
部敌友难分……

此次不仅是古天乐 、 张家
辉、 吴镇宇原班人马回归， 也是
吴镇宇继《无间道2》之后再度与
监制刘伟强合作“卧底”电影。 曾
在《风林火山》中与古天乐有过合
作的内地女演员姜珮瑶将饰演一
名善良且有责任感的记者。

此外， 续作将会从剧情到制
作场面上全面升级， 影片将在多
地取景拍摄， 据悉， 《使徒行者
2》 目前已经正式开机拍摄， 有
望于2019年暑期档上映。

（艾文）

本报讯 一直在文创产品开
发方面颇有口碑的故宫博物院，
日前因 “口红之争” 引发网友关
注 。 故宫博物院7日正式回应 ，
故宫淘宝彩妆并非因质量问题停
产， 只为做得更好。

故宫淘宝系列彩妆包括口
红、 眼影、 腮红、 高光粉等系列
产品， 在故宫淘宝网店销售。 从
2018年12月12日到15日的预售期
间， 仅口红这一类商品的销量就
超过9万支。

但有评价认为， 故宫系列彩
妆尚不能媲美国际一线产品， 存
在一定差距， 希望故宫淘宝可以
做出令国人骄傲的国货 “大牌”。

故宫回应称， 故宫淘宝主动
下架彩妆产品正是因应这样的评
价， “虽然消费者提出的一些问
题是一般化妆品常见现象， 但作
为故宫的文创产品， 就应该为大
众提供 ‘最好的’。 因此， 故宫

淘宝决定第一批彩妆售罄后不再
继续生产， 转而潜心研究， 深化
研发， 力争开发出媲美国际一线
品牌的产品， 做让国人为之骄傲
的国风彩妆。”

这份回应同时也披露了故宫
共有四家文创网络经营主体， 即
故宫博物院经营管理处负责的
“故宫博物院文化创意馆 ” (分
为线上和线下 )、 北京故宫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负责的 “故宫博物
院文创旗舰店”、 北京故宫文化
服务中心负责的 “故宫淘宝” 和
“故宫商城”。

此前引发关注的“口红之争”
正是“故宫博物院文化创意馆”和
“故宫淘宝”前后相隔一天推出故
宫元素的口红产品， 进而引发谁
是正牌故宫产品的争论。从7日披
露的经营主体来看， 这二者都是
故宫授权的产品。目前，前者仍在
平稳销售中。 （中新）

子弹笔记是一款改变全球千
万人工作、 学习与生活的个人管
理工具， 集日程表、 任务清单、
规划簿、 日记本的功能于一身。
用 “·× > <” 4个图标分别代表
“任务 ” “已完成 ” “已迁移 ”
和 “已计划”， 利用 “快速记录
法”， 创建每日记录、 月度记录、
年度记录及个性化集子， 用特殊
符号区分重点及不同类别的内
容， 厘清重要事项， 进行目标迁
移， 搭配日反思和夜反思整理思
路， 从而清晰地制订目标、 规划
生活、 记录人生。

在本书中， 作者赖德·卡罗
尔分享了自己如何创造子弹笔
记， 以及自己和全球众多使用者
如何利用子弹笔记让人生变得更
理想的方法。 在飞速发展的互联
网时代， 子弹笔记能帮助我们更
有价值、 更有效率地分配有限的
时间和精力， 引导我们重拾对生
活的主动权。

《来电狂响》：
源于生活低于生活

非质量问题 只为做得更好

电影《使徒行者2》开机
张家辉古天乐吴镇宇回归

故宫回应原创彩妆产品下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