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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官方公众号“央视看点”14日揭秘了
白岩松、水均益、董卿、撒贝宁、康辉、高博等

“轻伤不下火线”，带伤主持的幕后。
2007年，38岁的白岩松因踢球不慎骨折，

在北医三院接受手术后三天，他就被抬回演
播室继续录制节目。白岩松回忆说：“手术也
不能耽误工作。手术三天之后我就被抬到演
播室录节目，十天后主持十七大开幕式和相
关专题。两个月内，我一直进行艰苦的术后
康复训练，现在回想，这两个月，却成为我这
几年最快乐的时光。”

2013年，撒贝宁从外地返回北京录制《梦
想星搭档》节目途中脚趾受伤，血流不止，几
乎无法着力行走。飞机降落机场后，撒贝宁
迅速赶往医院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处理，随后
马上赶往影棚参加节目录制。节目组得知小
撒的伤势后，为他准备了便鞋。工作人员为
其更换便鞋时，记者看到小撒整个趾甲翻起，
血流不止。最终小撒以影响节目效果为由拒
绝了换鞋，他穿着皮鞋用“单腿蹦”方式上下
舞台，直到实在支撑不住才接受节目组的拄
拐建议。

在《中国诗词大会》录制过程中，穿着高
跟鞋的董卿在台边没能踩稳，一下子摔下了
半米多高的舞台，当时已是夜里1点钟。摔伤

的 董
卿 被
扶 起
后 ，敷 上
冰 ，缠 上
胶带，坚持把
最后一个镜头
拍完，才离开现场
去医院治疗。对
于这段经历，董卿只是
轻描淡写地说：“带伤录
制在我的主持经历中也不是第一次了，我就

是觉得不能辜负这个舞台。因为主持人是整
个节目呈现的一个关键环节，主创团队把这
么长时间精心设计的心血交到你手上，就是
希望有一个完美的呈现，所以主持人的肩上
是有很重的责任的。我不想在现场留下一点
遗憾，站在台上应该争取做到自己的最好。”

2013年，央视主持人高博因意外不慎受
伤，导致腿部骨折。他第一时间幽默地宽慰
观众不必为他担心：“久在江湖飘，谁又能不
伤到脚呢？”腿伤还未完全痊愈，还需工作人
员搀扶，高博便开始了工作。节目中，高博没
有拒绝导演要求的肢体动作展现，甚至还不
忘在录制现场调侃自己的伤势。

水均益在主持中国品牌峰会的《巅峰对
话》环节时，是拄着拐杖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
上台的。站定后，他还拿自己打趣：“很抱歉，
我的腿前几天不小心摔伤了，这样一瘸一拐
地上台来主持，有碍观瞻哈。这两天中国女
排在奥运会上夺得金牌，我们要学习女排顽
强拼搏的精神，所以按照之前答应好的，我今
天还是要来参加这个品牌峰会的主持。现
在，可以允许我坐下来主持吗？”

此外，2006年康辉也曾受伤，细心的观众
发现，在央视《晚间新闻》中，主持人康辉右手
缠着绷带，坚持带伤播新闻。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发布《关
于电影票“退改签”规定的通知》，要求各院
线、影院投资公司、影院在与第三方购票平
台签订电影票代售协议时，要明确“退改
签”规定，优化流程、简化手续，履行对观众
的告知义务，便于观众查阅和社会监督。
消息一出，有人欢喜有人愁。观众拍手称
赞，因为这一规定使享受更便捷、人性化的
观影服务成为可能。院线、影院投资公司、
影院与第三方购票平台却没那么兴奋，因
为“退改签”面临着成本提高、操作困难等
现实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推行“退改签”？
其难点在哪里？将给中国电影产业带来哪
些变化？这一系列的问题值得业界探寻思
考。

电影既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
它既有商品属性，又有非商品属性，且两者
同时并存、不可分割。它与一般商品一样，
要进入市场的流通环节，需要通过商品交
换以实现自身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这就决
定了电影的创作生产和宣传发行离不开预
算、成本、利润等经济概念，受到市场变化
的深远影响。以前，电影行业奉行“一经售
出，概不退换”的铁律，买电影票就是一锤
子买卖，购票者一旦临时有事不能如期观
影，就只能将买好的电影票送人、转卖，甚
至废弃。在过去那个电影产品供不应求、
人们观赏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的年代，
大家虽然对这种“霸王条款”有意见，但也
无可奈何。然而，现在时代不同了，随着互
联网的迅猛发展，视频网站崛起，电视剧、
综艺节目纷纷上网，网络剧、网络电影、网
络综艺等新兴艺术形式也发展得如火如
荼。人们越来越享受随时随地点开节目的
观看方式，导致电影受众被分流的现象凸
显。即使是忠实的影迷，也有很多人选择
在电影下映后，通过电脑、手机等端口进行
观影，影院观影的发展空间受到了前所未
有的挤压。

市场规律决定优胜劣汰。电影从业者
要想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更大的生存
空间，就要向视频网站看齐，把以往被称为

“受众”的电影观众当成“用户”来看待。用
户和受众最大的区别在于，受众是模糊的、
单向接受的，我们只需满足他们在电影院
观影的需求即可；而用户是具体的、清晰
的、细分的，除了渴望获得艺术享受，他们
还愿意为服务、体验埋单。因此，要吸引更
多人进入电影院观影，我们必须在提升院
线的服务质量、优化影院的观赏体验等方
面做文章。而推行电影票“退改签”规定、
建立完善健全的购票系统，正好提供了解
决问题的一种方案。

中国电影产业“退改签”的革命势在必
行，但多家电影售票终端和院线反映的“规
定落地难”问题也确实客观存在。其实，

“退改签”在行业内并不是新话题。近些
年，猫眼、微票儿、格瓦拉等第三方购票平
台都曾推出过相关的业务。但由于技术问
题未得到解决，又缺乏相应的政策法规保
障，这些业务不仅增加了影院和购票平台
人员以及资金的成本，还对院线排片和上
座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使黄牛票、偷票
房、恶意锁场等有机可乘。缺乏利益驱动，
又遇到重重困难，这种变革自然不容易持
续推行下去。

院线、影院投资公司、影院、第三方购
票平台、制片方之间接口众多，牵一发而动
全身，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化都如同投入湖
中的石子，会在整个产业链上产生层层涟
漪。要想在整个电影行业全面铺开“退改
签”规定，难度可想而知，对施政者和从业
者的能力和智慧都提出了严峻考验。从这
个角度看，此番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发
布的通知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要提高院
线和购票平台推动落实规定的积极性，相
关政府部门应该尽快制定相应的法律法
规，细化有关规章制度，协调各方利益和权
责，遏制风险漏洞。而行业内部也应该积
极响应，推动院线制的结构性改革，治理电
影市场的消费环境。唯有如此，才能建立
平等的市场主体关系，让观众感受到尊重，
体验到更为优质的服务，促进产业朝着良
性运作的方向发展，从而提高国产电影的
整体竞争力。 本报综合消息

看电影不再是一锤子买卖

“退改签”倒逼市场进步

■白岩松骨折被抬回演播室 ■水均益、撒贝宁拄拐杖上台 ■董卿摔伤不下场

那些轻伤不下火线的央视“劳模”

近日，电视剧《我们的四十
年》在江苏卫视开播。该剧由王梓
执导，金世佳、柴碧云、李茂、徐小
飒领衔主演，讲述了幼年受到电视
机影响的冯都如何一步步成长为
一名成功的电视人的故事。金世
佳在谈及自己塑造的角色时候说：

“冯都是充满梦想的人。那个年代
的年轻人对未来充满着好奇，做着
理想化的东西，追求自己的梦想。”

《我们的四十年》改编自庸人

的小说《电视》。原著小说视角十
分新颖。它让北京胡同几个家庭
围绕电视机展开各种故事，从孩子
们的少年时代讲起，大家如何喜欢
看电视，到后来，几个青年如何参
与电视机的商业市场行为。这部
剧继承和发扬了原著的时代情怀，
展开独特的创业视角，围绕电视行
业说故事。

在近日播出的剧情中，告别了
童年时代的冯都、肖战又迎来了新

的困扰。电视让他们对外界的生
活无比渴望。面临高考的他们，有
人向往去国外生活，有人想成为书
中的女主角，而冯都用废旧零件拼
出一台电视机……剧中街坊们聚
在院子中看电视的情节也勾起了
一批观众的回忆，“电视对人们生
活、观念的影响巨大到无法想象”

“年代感满满，妈妈说他们小时候
就是那样围坐在一起看电视的”。

本报综合消息

暖心题材带来惊喜
《《幸福一家人幸福一家人》》领衔荧屏新剧榜单领衔荧屏新剧榜单

进入11月后，大批新剧跟观众见面。前晚，由赵丽颖主演的《你和我的倾城时光》开
播，而《我们的四十年》《幸福一家人》《风再起时》也都是近日在荧屏开播的新剧。从14日
公布的收视榜单看，《幸福一家人》开播几日来一直占据收视榜榜首的位置，《你和我的倾城
时光》紧随其后。从观众的口碑看，陆毅和袁泉主演的《风再起时》好评连连，但收视成绩并
不理想，或许跟该剧的排播方式有关——该剧放弃网播，让部分观众不太适应，也影响了该
剧的话题度。

由董洁、翟天临、李立群、邱泽领衔
主演的《幸福一家人》开播三天来，一直

占据同时段卫视第一。全新演员组合令人眼
前一亮，“还记得父母的生日吗”“拒绝关心”
等家庭话题更是直击观众情感软肋。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幸福一家人》讲的
是一个大家庭的故事，而李立群饰演的父亲
就是连接孩子的纽带。房家三姐弟的个人生
活是一地鸡毛，而房永福（李立群饰演）面对
几个子女则倍感无力，他的关心孩子们不领
情，他的唠叨孩子们不愿听，他的60岁生日三
姐弟因种种原因缺席……生日宴上老父的落
寞神情惹网友泪目，“都不记得上一次给父母
过生日是什么时候了”“不要把最差的脾气留
给最爱你的家人”。李立群的演技也引发网
友大赞：“看到李立群，就想起了我的父亲，真
想哭。”“房爸爸演得太好了，浑然天成，没有
表演痕迹，真实感人，总能打到人心最柔软的
地方。”

内容的多元化决定了《幸福一家人》的情
感浓度，虽然核心主题深刻，但导演采用多元
题材融合的手法，在亲情内核外包裹了更易
被大众接受的都市话题，包含职场、情感、婚
恋、现实等多重元素，让观众表示“怎么去爱
我们的家人？这部剧给我上了一课”。

13 日晚，赵丽颖、金瀚等主演的青
春创业题材剧《你和我的倾城时光》开播，首
日剧情中两段浓墨重彩的“英雄救美”剧情引
发热议，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

《你和我的倾城时光》改编自丁墨同名小
说，讲述了创业青年积极追梦、为传承民族工
艺、建设民族品牌并肩奋斗的青春创业故
事。不过，“倾城时光”开篇却是一场激烈的
枪战，让网友大呼“万万没想到”。赵丽颖饰
演的设计师林浅在外出采风时遭遇危险，千
钧一发之际金瀚饰演的厉致诚将其解救，一

场 英 雄 救
美 让 林 浅
对 厉 致 诚
念 念 不 忘
…… 随 着
剧情的展开，各路人马逐一登场，观众也逐渐
明白，随后的商战，将跟丛林枪战一样残酷。

虽然该剧目前播出的戏份并不多，但赵
丽颖和金瀚的演出还是让观众认为“这剧可
以一追”。有网友表示：“剧情紧凑不磨蹭，商
战戏也不幼稚。继续观望。”

近日，由陆毅、袁泉领衔主演，朱雨
辰、徐洪浩等出演的《风再起时》正在湖南卫
视播出。《风再起时》从大时代出发，透过剧
中方、何两个家庭的变化，将有志青年关于
理想的抉择、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变化、时
代下亲情、爱情、友情等一一呈现。

剧中，吴冕饰演的郑兰与袁泉饰演的何
晓莺由于爱情观念的差异引发争吵，郑兰坚
决不同意何晓莺与方邦彦在一起，反映了两
辈人价值观念的冲突。随后剧集中，郑兰却
一改以往的“反对”意见，希望何晓莺、方邦
彦“吵过闹过、日子照过”。郑兰对待何晓莺
与方邦彦两人感情前后态度的变化，引发了
一大批网友的讨论，称“和家人一起看的，现
在很能理解父母”。

前晚播出的剧情里，孩子出生后袁泉再
次回到舞台时显得力不从心，她感慨：“我一
直是站在舞台最中间的，现在有人顶替我的
位置，我心里不是滋味。”但她强调，生活是
要取舍的，袁泉把角色的心路历程演绎得很
细腻，让观众感慨“要家庭、孩子还是拼事
业？很多女性都要经历这样的取舍”“袁泉
演得细腻，眼神、动作都是戏”。

但是，关于这部剧和其中演员表演的叫
好声并没有在收视上体现出来。《风再起时》
如今收视成绩并不高，有分析认为跟该剧放
弃网播有关。有观众称“都不知道《风再起
时》开播了”。袁泉也通过微博强调“开启传
统观剧模式”。“网上看不到”影响了该剧的
话题度和传播度，观众觉得“挺可惜的”。

《幸福一家人》：直击观众情感软肋

《风再起时》：放弃网播影响了剧作传播？

《我们的四十年》：年代感勾起观众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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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我的倾城时光》：“英雄救美”引热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