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于彧 ） 记者
近日获悉，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
节 “天坛奖” 评奖单元邀片工作
即将开启。

“北京展映” 作为北京国际
电影节主体活动之一， 集中展映
近年来中外名片佳作， 为各国影
人及电影爱好者， 搭建观摩、 洽
谈、 借鉴、 交流的平台， 呈现多
样文化魅力。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
影节 “北京展映” 影片将于4月
在北京指定展映合作影院放映。
记者了解到， 报名 “北京展映”
非竞赛单元， 要求影片于2017年
1月1日以后出品， 时长为不少于
70分钟的故事片或时长不少于60
分钟的动画片。

同时， 虚拟现实单元、 纪录
单元和科技单元接受报名。 虚拟
现实单元以推动中外VR电影发

展、 聚焦VR电影技术前沿、 挖
掘VR电影创作人才、 探索 “临
境感” 的观影体验为宗旨， 包括
“VR电影” “立体交互VR” 及
“VR装置”三个板块。报名该单元
影片时长不限，应满足佩戴VR设
备，实现“沉浸式”“立体交互”或
“特殊VR设备”的体验，且影片应
为360度视角视频。 报名纪录单
元的影片要求影片于2018年1月1
日以后出品 ， 时长不少于60分
钟。 报名科技单元的影片要求为
时长10-60分钟的球幕电影、 巨
幕电影、 4D电影。

据悉， 北京国际电影节各单
元优先选择全球首映及国际首映
影片， 影片参赛不收取费用， 参
赛影片报名方应为影片出品方，
并保证报名影片不具有任何权利
瑕疵。

新华社电 第72届英国
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 （简
称英国电影 学 院 奖 ）10 日
晚在伦敦皇家艾伯特大厅
揭晓，英国剧情片《宠儿》独
揽7个奖项，成为最大赢家。

该片为历史传记式剧情
片， 上演了英国18世纪初安
妮女王时期一对表姐妹的故
事， 由英国女星奥利维娅·
科尔曼、 蕾切尔·魏斯和美
国女星艾玛·斯通主演， 此
前共获得12项提名， 领跑所
有入围影片。

最终， 除了科尔曼和魏
斯凭借在该片中的表演分获
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女配角奖
外 ， 该 片 还 把 最 佳 英 国
影 片 、 最佳原创剧本 、 最
佳服饰设计等5个奖项收入
囊中。

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
隆执导的影片 《罗马》 是当
天的另一大赢家， 获得最佳
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外语
片和最佳摄影4个奖项。

美国演员拉米·马利克
凭借 《波希米亚狂想曲》 摘
得最佳男主角奖； 在美国喜
剧片 《绿皮书》 中出演黑人
钢琴家的马赫沙拉·阿里获
得最佳男配角奖； 美国电影
《黑豹》 获最佳视觉效果奖；
美国电影 《一个明星的诞
生》 获最佳原创音乐奖。

英国电影学院奖创立于
1947年， 是英国影视界的最
高奖项， 最初旨在表彰当年
度表现突出的英国影片以及
由英国籍演员出演的外国影
片， 后来改为只要在英国正
式上映的影片都可参评。

本报讯 （记 者 盛 丽 ） 近
日， 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全新
升级后的网络平台———北京数字
文化馆正式上线运营。

北京数字文化馆作为全国数
字文化馆建设试点单位， 全民艺
术普及的重要平台 ， 由PC端 、
H5端、 APP、 微信公众号四大端
口组成， 共设置了文化动态、 线
上课程、 网上展厅、 特色资源、
场馆导航、现场直播、电子读物、
志愿之家、 文化配送九大功能模
块。据了解，用户可以通过北京数
字文化馆网站 、APP、 微信公众
号、 微博等多种方式， 搜索了解

到最新的文化资讯， 观看演出直
播， 预订参与文化活动、 观看文
艺演出、 听讲座、 参加培训。

同时， 北京数字文化馆将同
步启动标识公开征集项目， 现诚
邀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 征集
时间截至6月30日。 评选过程将
在 “公开、 公平、 公正” 的原则
下， 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优秀标
识设计作品， 入围三个作品进行
最终角逐， 设入围奖两名， 优胜
奖一名。 具体详情请关注北京数
字文化馆微信公众号 “群艺之
窗” 和官方微博 “北京文化艺术
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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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展览

即日起至3月20日
首都博物馆

《老舍笔下的
人物及街市》

于彧 整理

风雅艺趣
即日起至2月28日
北京画院美术馆

如今， “大年三十看春晚 ，
正月初一看电影” 已经成为国人
过年的 “新节奏”。 因为周期长、
流量大、 合家欢等原因， “春节
档” 正成为国产电影的 “兵家必
争之地”。

今年的 “春节档”， 《流浪
地球》 等8部大片扎堆上映， 题
材多样， 竞争激烈。 然而， 不同
于业界所关注的整体收益未达预
期、 科幻电影实现突破等话题，
对普通观众而言 ， 今年 “春节
档” 的普遍感受是 “电影票变贵
了”！

据猫眼数据统计 ， 2019年2
月5日正月初一， 国内电影市场
总票房14.39亿元 （含服务费 ），
共出票 3189.9万张 ， 其中超过
91%属于网络出票， 全国平均票
价约为45.1元， 较去年同期上涨
约15%。

“过年看个电影怎么这么贵，
一家四口人要五百多元。” 正月
初二下午， 正在北京某商场电影
院兑换电影票的王先生告诉新华
社记者， “我们准备看16点半的
《流浪地球 》， 140块钱一张票 ，
其他场次也不便宜。” 多位受访
观众表示， 今年 “春节档” 电影
涨价明显， 各种购票APP上很难
再买到便宜的电影票。

新华社记者观察发现， 此次
票价上涨， 三四线城市观众感受
最为明显。 “我家小县城平时28
元 ， 春节45元 ” “老家四线城
市 ， 一张2D电影票竟然要七八
十” “坐标河南固始县， 《疯狂
的外星人》 最贵68， 便宜的也要
56.9” ……社交网络上， 不少网
友分享了类似的经历。

“春节档” 电影票为何涨价？
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 供需关系
的变化和 “票补” 力度的减少是
主要原因。 春节期间， 非一线城
市人口大量回流， 为当地电影院
带来观影高峰。 对于很多三四线

城市的小影城来说， 平时上座率
“惨淡 ”， 出于盈利甚至生存考
虑， 在 “春节档” 涨价是必然选
择。 此外， 尽管当前线上购票已
成为主要购票方式， 但今年片方
投放的线上价格补贴力度大减，
直接导致了票价上涨。

据了解， 电影票变贵引发的
不只是观众吐槽， 也对整个 “春
节档” 电影市场带来一定影响 。
据猫眼数据统计， 尽管2月5日正
月初一总票房刷新了国内单日票
房纪录 ， 但从2月6日正月初二
起， 票房下滑明显， 6日总票房
9.9亿 元 ， 比 去 年 同 期 倒 退 近

4000万元。 在观影人数方面， 相
较于2018年正月初一3263万张的
出票量， 今年选择在大年初一去
电影院的观众少了73.1万人， 场
均观影人次也从去年的约84人下
降到约62人。

“看电影本是春节期间一件
乐 事 ， 但 远 超 平 日 水 平 的 票
价 给 人们添堵 ， 会影响观影体
验。 在如今娱乐消费选择日趋多
元 、 观众越来越难讨好的情况
下 ， 趁着观影高潮 ‘割韭菜 ’，
有可能会透支消费者对于今后
‘春节档’ 的期望。” 一名影院管
理人员表示。 据新华社

北京画院美术馆正在展出的
“风雅艺趣———中国人的生活·智
慧·艺术” 展， 从院藏精品中甄
选出110余件书画经典之作， 通
过 “雅风 ” 与 “民俗 ” 两个视
角， 用绘画艺术讲述文人雅士向
往的清幽超逸， 以及民间百姓生
活中的风味意趣。

展览不仅介绍了中国文人所
热衷的风雅之事， 诸如读书、 抚
琴、 观画、 雅集； 借物言志的花
中四君子———梅、 兰、 竹、 菊 ；
寓情山水的自然哲学。 同时还介
绍了市井百姓的传统习俗， 例如
对忠孝礼义的看重、 对宗教信仰
的信奉、 对吉祥长寿的祈愿、 对
子孙满堂的期许， 以及具有中国
文化特色的戏曲歌舞与生肖纪
年。 为了突出节日氛围， 展厅中
还 突 出 展 示 一 些 延 续 至 今 且
喜闻乐见的 “年文化”， 如一代
巨匠齐白石在春节之际提笔绘制
的 《岁朝图》， 庆辞旧迎新， 贺
岁岁太平。

《老舍笔下的人物及街市》
以集中展示老舍先生笔下人物和
市井为创作灵感的艺术作品， 为
观众带去新鲜体验， 包括著名漫
画家李滨声老人， 李苦禅之子、
著名国画家李燕先生， 北京人艺
已故老艺术家牛星丽先生等众多
老艺术家的作品首次集中呈现，
此外， 还有80后艺术家以更为创
新实验的形式表达为老舍精神的
理解和纪念。

伴随展览还有精彩的专题讲
座和北京地方戏种 “北京曲剧”
《龙须沟》 《正红旗下》 等剧目
演出， 这些都将在建国70周年、
老舍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 在
首博高品质地奉献给广大观众。

■文化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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