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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榜单靠什么撑起公信力
随着国内音乐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自 2015 年以来，国内音乐产业已经实现连续三年的整体
增长，
“新歌不断”已经成为了大势所趋，但事实上，一直存在于各类音乐榜单中的“买榜”现象却
未停歇，与“买榜”相关的质疑也层出不穷，国内音乐榜单公信力不足显然已经成为了被诟病的
焦点。但作为听众获取歌曲热度的重要途径，音乐榜单若长此以往发展将会造成音乐生态的恶
性循环，由此衍生出的打歌综艺、颁奖典礼等权威度也将不复存在，显然，音乐榜单已经到达撑
起公信力的重要时刻。
百余榜单眼花缭乱
1 月 7 日，音乐排行榜品牌 Billboard 联合
尼尔森网联推出了中国公告牌音乐单曲
榜。作为全球内享有权威名号的榜单，Billboard 此次宣布中国公告牌音乐单曲榜将覆
盖音乐电台调频，主流音视频流媒体平台、
短视频传播平台以及线下音乐演出场所、音
乐节等维度。通过音乐录音作品、演出作
品、音视频播放频次、付费数量、演出触达流
量等数据进行汇总。
据记者统计，目前国内各类音乐榜单已
超百个，更新的频次分为 30 分更新、日更新、
周更新以及月榜等，触达维度包括新歌榜
单、热歌榜单、人气榜单、原创榜单等。与此
同时，大部分榜单也会以地域、音乐类型进
行划分，包括说唱榜单、电音榜单和内地榜
单、港台榜单、欧美榜单等。
有数据显示，在传统唱片行业的鼎盛时
期，以榜单为源头的音乐颁奖典礼曾多达
2000 余个，其中为人熟知的中国歌曲排行
榜、音乐风云榜、东方音乐榜、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中
国原创音乐流行榜等榜单曾风靡一时。
资深乐迷顾女士向记者说道：
“ 记得上
初中的时候，还是 2G 时代，也没有像现在这
么发达的智能手机可以使用，所以用手机听
歌 还 是 比 较 少 见 的 ，那 时 大 家 人 手 一 个
MP3，因为不能即时搜索，我每周都会更新
一次 MP3 里的歌曲，根据的就是音乐榜单，
尤其音乐风云榜是必看的节目，还有音悦台
的榜单更新也非常迅速。”
“后来上了大学，虽然也还是非常喜欢
追新歌，听一些全新风格的音乐，但却很少
从国内音乐榜获取信息了。”谈及原因顾女
士表示，
“更多是觉得一些榜单味道变了，霸
屏的基本都是那几个明星，可能前 3-5 名还
有一些公信力，但再往后看榜单会突然出现
一些听都没有听过的歌手和歌曲，过一阵后
就消失了，可能就是现在大家常说的‘买榜’
吧。”
超八成为民营资本主导
据《2018 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显示，
2017 年国内音乐产业总规模达 3470.94 亿
元，数字音乐产业规模达 580.6 亿元，同比增

长 9.6%。与此同时，2017 年
数字音乐用户规模已经达到
了 5.23 亿人，用户渗透率为
66.4%，仅次于网络视频。其
中，PC 端与移动端的总产值
达 到 18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6%。
随着音乐产业的不断扩
大，榜单的数量也不断攀升，
记者梳理目前市面上音乐榜
单背后运营方发现，超八成
为民营资本主导，现阶段华
语音乐市场的音乐榜单运营
商主要分为三类。其一是传媒公司及电台，
例如由光线传媒运营的《音乐风云榜》、由北
京天娇晟铭文化传媒等公司运营的《全球华
语流行音乐金曲榜》以及由全亚洲七家华语
电台共同举办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等。
其二是各类有音乐属性的社交平台，例
如抖音短视频 App，因为用户在使用过程中
音乐属性占比极强，所以也推出了自有的抖
音音乐榜，在大势所趋之下，很多其他实时
榜单分类中也将抖音榜单作为维度公布。
另外，微博目前也有属于自己的亚洲新歌
榜，分为实时榜、日榜、周榜和月榜。除此之
外，各音乐平台均会推出属于自己的榜单，
如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虾米音乐、酷狗音
乐等。
但随音乐行业的不断更迭，曾经红极一
时的榜单也渐渐消失在发展的洪流中。例
如作为曾经内地唯一的华语音乐节目，
《音
乐风云榜》于 2015 年已经停播。
评审标准需打破唯数据论
一直以来，在音乐行业中，
“ 新歌上线”
可谓是最稀松平常的事情，但上线后引起的
关注度却与艺人接下来的宣传方向有着重
要联系。业内人士指出，通过各个平台的新
歌排行榜、热歌排行榜、原创排行榜等榜单
进行营销已经成为了业内不言而喻的方式，
随着歌曲在榜单之上节节攀升，艺人的商业
合作价格也水涨船高，最终带来的是裂变式
的商业收入。
音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王宇申
表示，音乐产业规模在近年来数字音乐发展

《战狼3》吴京继续突围
的推动之下不断前进，与此同时音乐榜单的
数量也不断攀升，但究其根本，音乐榜单的
属性比较特殊，不像 App 活跃用户量或服务
类软件口碑排行等使用下载量和转发量就
能说明问题。
“一个音乐榜单要是想有公信力，最根
本的就是要从数据做起，但更重要的是，数
据中的加权比重需要根据目前听众的听歌
习惯进行更改。”王宇申举例，美国公告牌排
行榜与英国官方排行榜在 2018 年上半年先
后宣布将修改榜单评定规则，而方向都是以
提高付费流媒体权重、降低免费流媒体权
重，
同时将视频流媒体加入计算为主。
在王宇申看来，一个音乐榜单，如果铺
陈之上的名字全部都是流量艺人，那么将会
从根本上影响榜单的权威性。现阶段，音乐
排行榜应该回归到音乐本身，而不是转变成
为艺人营销和粉丝追星等行为间博弈的“第
二战场”。并且，目前市面上大量榜单在标
榜自己时，对外宣称所衡量的维度非常之
多 ，但 能 真 正 做 到 公 平 公 正 的 甚 至 不 足
10%，更有甚者在宣传榜单时将重点放在了
背后运营方之上，丝毫不提数据来源，这些
都是影响音乐榜单公信力的表现。
除此之外，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榜单除数
据的权威度之外，更要进行精细化运营和做
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例如此前榜单更多是
针对“华语”、
“ 流行音乐”等关键词，但随着
现阶段小众音乐的不断崛起以及海外音乐
的进入，一个成熟的榜单应该从多方面因素
进行思考。
本报综合消息

对于演员出身的吴京来说，
《战狼》系
列是最本色的呈现，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匹
“战狼”，有着武者常见的热血与坚毅，从他
身上可以找到对英雄正义之士的情感寄
托。
“ 凡是讴歌祖国、人民、英雄，推出具有
时代标志、史诗气质的力作，都是观众爱国
情绪的爆发。我不过是拿了一根火柴，用
一个小火星把大家的爱国情绪点燃了。”吴
京接受笔者专访时说。
2015 年吴京自导自演的《战狼》上映，
被誉为主旋律电影的市场“突围”之作，
2017 年《战狼 2》创造票房神话，现在他正
全身心执导军事动作电影《战狼 3》，力求
打造出与好莱坞大片媲美的国产超级大
片。吴京说，虽然近年来中国电影产业发
展迅速，但从电影工业水平上说仍有很大
差距——从策划编剧到拍摄制作，国外电
影尤其是好莱坞生产中的程序化、标准化、
专业化都值得学习。
在吴京看来，电影故事虽为虚构，但都
有现实依据——近年来中国政府成功进行
利比亚、所罗门群岛、海地等多地的撤侨行
动。此外，现在电影创作活力不断增强，也
让现实题材、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出
新出彩。作为新当选的中国电影家协会副
主席，吴京说，要加快“走出去”步伐，中国
电影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日益提
升，中青年更该勇挑大梁，创作更多感知国
运、激励人心的现实题材佳作。
吴京平时人缘不错，他自己一直以来
在低调中奉献快乐，他认为做实际的公益
慈善比演虚构的大侠更有成就感，
“我深知
教育对于贫困孩子改变命运的重要性，尽
我的能力多盖几所学校”。
本报综合消息

《现代汉语应用规范词典》出版

热播剧片尾为主角替身署名 获作者点赞
正在腾讯视频独播的网剧《古董局中局》热
度攀升，原著作者马伯庸在点评改编和制作成
败之外，特意对一个细枝末节发微博点赞：
“看
完片尾字幕，除了配音演员，连几个主角的替身
也都写上了，这个要赞一下。”
记者为此采访了该剧总制片人孙合彬，他
表示此举是表达对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尊重。
“电
视剧是系统工作的产物，不是某一个人的作品，
幕后每一个人员都很辛苦，我们不能忘了他
们。”
据记者了解，除了众所周知的“武替”，
“文
替”被作为独立的工种在字幕中体现还是非常
罕见的，甚至行业默认的规则是隐去“文替”的
存在。
多年前，冯小刚导《夜宴》时曾用邵小珊作
为章子怡片中裸露的背和胸的替身，后来邵小
珊维权，要求在《夜宴》演职员表中加上自己的
名字。此事当时闹得沸沸扬扬，最终却不了了
之。
近年一些年轻演员大量过度使用“文替”造
成观众不满，更加使“文替”成为演员的“黑锅”，
避之不及。
《古董局中局》的做法之所以得到马
伯庸特意“点赞”，也是因为其对“文替”的工作

拨乱反正。
孙合彬告诉记者，
《古董局中局》
“文替”的
职责是在影视拍摄打光、走位的时候，用跟正式
演员体型、体态相似的人穿着同样的服装来辅
助其他工种做好拍摄前的准备工作。著名制作
人于金伟也向记者介绍说，
“ 文替”其实对于剧
组是非常必要的，并非演员“偷懒”，
“ 演员在镜
头前的呈现需要饱满的状态和灵感，而剧组拍
摄前期的调光、走位、互相之间配合等工序有时
确实是非常漫长和消耗性的。如果这些准备工
作也要求演员本人来进行，等到实拍的时候，可
能演员的体力和情绪都无法达到最佳状态了。
所以‘文替’在剧组中是必不可少的。在实际工
作中，通常会由剧组现场工作人员来临时充当
某一场的‘文替’。如果使用固定的‘文替’，即
专门给某一演员配备身材相似的演员穿着同样
的戏服来做，那说明这个剧组是非常讲究和认
真的。”
《古董局中局》总制片人孙合彬说，以往“文
替”会体现在“参演”名单里，这一次单独标明是
更加注重这些细节以体现尊重，
“以后会继续这
样做。”
本报综合消息

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记者 史竞
男）
《现代汉语应用规范词典》日前已由语
文出版社出版。词典收录《通用规范汉字
表》全部汉字 8105 个，收释现代汉语常用
词语约 40000 条，提示易错的字词读音、写
法、意义和用法等约 3000 处，辨析同义词
或相关词语 2000 余条。
据介绍，该词典是在国家语委的指导
和教育部考试中心的支持下，在著名辞书
学家李行健的主持下，由 20 多位专家历时
数载打造而成，语言学家许嘉璐、曹先擢，
教育家柳斌等担任词典顾问。作为一部中
型语文词典，
《现代汉语应用规范词典》以
贯彻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推广普及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升国民语言文字应用
能力为宗旨，对多音字音义加以集中展现，
对汉字笔画、部首、结构、组词进行全面呈
现。
专家表示，该词典注重实用性和规范
性，贴近汉语学习和应用的实际需求，适合
不同文化程度的读者，尤其是广大中小学
师生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