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邓超领衔的
《银河补习班》,这个暑
期档刚刚拉开“续”幕:
目前已经在映或将映
的暑期档重量级作品,
大部分是续集或重拍
形态的IP电影。比如
重新制作的《狮子王》
《千与千寻》,比如《蜘
蛛侠:英雄远征》《扫毒
2》《使徒行者2》这样
的续集,或者是以续集
为名其实是前传的《速
度与激情:特别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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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档头部作品多IP

截至目前,暑期档被称为头部作品的电
影里,不能归为续集或者重拍的IP电影的,仅
有邓超新作《银河补习班》以及黄晓明领衔的
消防员题材的电影《烈火·英雄》。从6月底开
始,《蜘蛛侠:英雄远征》即开启了续集电影领
衔的暑期档,上映三周的《蜘蛛侠:英雄远征》
票房接近14亿,是今年暑期档迄今票房最高
的影片。今年暑期档迄今票房第二的作品,
也是一部续集,那就是刘德华、古天乐领衔的

《扫毒2》,影片上映两周目前票房接近11亿。
暑期档迄今票房排在第三和第四的作品,是
两个重拍动画经典,即上周末起映的《狮子
王》和稍早时候上映的《千与千寻》。

目前可知的将于暑期档上映的重量级作

品,续集作品也是主打,比如8月初上映的《使
徒行者 2》和 8 月末的《速度与激情:特别行
动》。翻拍的IP作品也是暑期档重要组成部
分,梁家辉执导的《深夜食堂》,即改编自同名
的日剧IP。暑期档动画电影,更是续集当道,
目前在映或暑期即将上映的动画电影续集包
括《爱宠大机密2》《赛尔号大电影7》《猪猪侠:
不可思议的世界》《冰雪女王4》《萤火奇兵2》

《愤怒的小鸟2》《昆虫总动员2》。
少部分不是续集的动画作品,也改编自

知名的IP,原创动画难得一见。
暑期档IP尽显疲态

IP电影在去年暑期档的乏力,也延续到
这个暑期档。目前暑期档的几个IP电影,包
括《蜘蛛侠:英雄远征》《扫毒2》《狮子王》《千

与千寻》在票房方面都算及格,但都算不上爆
款。口碑方面,前作堪称经典的《千与千寻》,
目前口碑尚可,聚集了刘德华、古天乐两大港
片顶级配置的《扫毒2》,豆瓣评分刚过6分,这
一系列的疲态尽显。被寄予厚望的《狮子
王》,并没有“爆”起来，充分暴露了IP电影的
缺陷,即无法呈现新意。

这个暑期档即将上映的IP大片,也无法
让人乐观。目前暑期档被寄予厚望的大片,
分别是8月初上映的《使徒行者2》和8月末的

《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两部作品皆是续集
形态的IP电影。2016年上映的《使徒行者》
第一部票房过6亿,只能算港片中的佼佼者,
这次的《使徒行者2》延续了前作的主演,只不
过换了一个地方继续警匪故事,想出新意非
常难。

将于8月23日公映的《速度与激情:特别
行动》,目前观众想看指数位居暑期档影片第
一,可谓名声在外。《速度与激情》系列在中国
影市颇受欢迎,这是《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
受到关注的主要原因。不过业内对该片持谨
慎乐观态度,影片不是《速度与激情9》,只是这
一系列的前传作品,影片没有了《速度与激
情》系列的第一男主角范·迪塞尔,只是在
2020年的《速度与激情9》上映前,为这一系列

“割韭菜”。 本报综合消息

2019《中国好声音》第一期昨晚在浙江卫视
播出。新导师王力宏、李荣浩和老司机那英、庾
澄庆之间会碰出怎样的火花，全新引入的“一键
闭麦”等环节能增加什么悬念，这些都成为值得
观众聚焦的看点——

王力宏冲纪晓君惊呼“好久不见”

今年，《中国好声音》告别去年的“全男班”导
师，再次回归了“三男一女”的经典阵容：那英归
来，庾澄庆“留任”，王力宏、李荣浩全新加盟，“两
老带两新”的组合注定火花十足，但选手们的表
现同样非常值得期待。节目的总导演金磊曾透
露，今年参赛的选手为历届水平最高。在昨晚开
播的第一期节目中，即将登台的学员就点燃了导
师之间的“战火”。

台湾卑南族歌手纪晓君也是一位极具实力
的选手。一首融合了卑南族特色的《偶然》唱完，
导师纷纷转身，王力宏却惊喜地感慨道：“好久不
见。”作为台湾原住民女歌手的纪晓君有着用母
语唱歌的梦想和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她的首张个
人专辑《圣民歌》就带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卑南族
风格。2000年，纪晓君借《太阳风草原的声音》获
得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庾澄庆至今记得，当
年在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听过纪晓君的清唱
后，他主动跑到后台一吐自己对纪晓君的赞赏之
情。纪晓君表示，《中国好声音》是她参加的第一
个歌唱类电视综艺节目，她感谢自己勇敢地跨出
了这一步，这个舞台也让她找回了曾经的自己，
而之所以选择《偶然》这首歌，是因为歌词中“天
空里的一朵云”让她想起了过世的外婆，外婆对
她的音乐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英对李荣浩初试“一键闭麦”

来自吉林白城的张天予大胆演唱了第一季
“好声音”冠军梁博的作品《想你》，沙哑的歌喉配
上深沉且有爆发力的情绪，让导师们深受感染。
对张天予来说，梁博的《想你》有着不一样的意
义，当他孤身艺考却失败时，正是梁博的歌给了
他从头再来的勇气和力量。虽然台风极像梁博，
但张天予直言，比起做第二个梁博，他更想做第
一个自己。这个骨子里带着倔强的年轻人一度
成为导师们争夺的焦点。

张天予的经历让李荣浩回忆起了刚开始“北
漂”的日子：“我当时到北京只有1800块，租完房
子就没钱了。我的工作台和床之间放不下一张
凳子，我坐在床上面天天编曲，弄了三年多，你的
感觉我非常明白。”

李荣浩是华语乐坛备受瞩目的新生代创作
歌手，身上带着年轻人特有的“犀利”，第一年出
任导师的他已经成为那英眼中最有威胁的竞争
者。李荣浩曾直接点明，比起唱功，他更看重与
选手之间的共鸣，他因此极力争取张天予加入自
己的战队，但在开始新一轮拉票前，没有完全把
握的那英突然按下了“闭麦”键。

“一键闭麦”是今年“好声音”全新加入的环
节，抢人时，被对手“闭麦”的导师的座椅重新转
回，麦克风也将无法发声。李荣浩只能站在导师
转椅背后，把想说的话写在向导演组借来的纸
上，而接下来，颇具火药味儿的“一键闭麦”到底
会掀起怎样的波澜，势必将成为节目的一大看
点。 本报综合消息

《2019好声音》昨晚开战

暑期档续集、重拍片当道
IP电影“割韭菜”难出爆款

新版《狮子王》的不伦不类，是好莱坞
主流商业大片过度追求视觉效果、忽视故
事创新性与技术美学特性的一个结果。从

《灰姑娘》《美女与野兽》《沉睡魔咒》《奇幻
森林》到今年的《小飞象》《阿拉丁》，迪士尼
不厌其烦地将这些经典IP通过真人化的方
式重现于银幕之上，这一方面确实显示出
好莱坞CG技术的精进，另一方面，也显示
出好莱坞故事创造力的衰退。

好莱坞主流商业片，在经历了漫威超
级英雄电影长达十几年的票房统治之后，
愈发沉迷于由数字技术制造的视听奇观无
法自拔。从制片厂的生产策略、创作者的
叙事方式、到观众的欣赏口味，都越来越趋
向低龄化的保守创作。技术原本是中性
的，但好莱坞主流商业电影沉迷于数字奇
观的展示，必然导致讲故事能力与艺术创
新性的退步，结果是尽管工业水准和科技
水平一直在进步，却沦为资本的附庸，重述
一个个幼稚的童话故事，技术的负面效果
终于逐渐显现出来，进入一种在美学上极
度保守、甚至有倒退趋势的创作模式。

其实，数字技术的出现不仅改变了电
影的制作、发行，也深刻影响了电影美学的
各个层面，这是无可避免的。但技术的变
革改变了媒介本身，这必然需要重新定义
媒介的美学属性。如果电影美学形式的变
化跟不上技术变革，技术就仅仅只是技术。

那么，什么样的电影类型更适合数字
技术去表现？这首先要明白数字技术的核
心属性。

数字技术在电影制作层面上主要表现
为两种形态。一是对被摄影像进行处理，
改变被摄客体的某些特性，比如《阿甘正
传》中用数字技术移除了中尉的双腿，这属
于“虚拟真实”的范畴；二是虚拟生成不存
在影像，比如《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中的神

龙，这属于“虚拟不真实”的范畴。两种方
式都是虚拟性的不同呈现。

虚拟性，正是数字技术与传统电影技
术从根本上最重要的区别。数字技术的虚
拟性，使得任何影像都变得可能，也曾经展
示出令人惊叹的美学潜能，比如《侏罗纪公
园》中失落的史前世界，或者《泰坦尼克号》
中心碎的海难悲剧。

要充分发挥数字图像技术的优势，就
需要一种更为夸张、奇异，与现实截然不同
的视觉形象。比如《阿丽塔》就把漫画中的
大眼美少女，通过CG技术完美复刻出来；

《西游》系列也把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的神
仙、妖、魔、鬼、怪兽变成栩栩如生的视觉形
象；《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中金色巨龙显现
的场景，俨然就是唐传奇《柳毅传》的完美
视觉化。

数字技术也可以让电影人讲述他们无
法直接拍摄却能够通过特效工具创作的地
点和事件的故事。架空的神话，比如《指环
王》中恢弘奇幻的中土世界，《流浪地球》中

冰封的未来世界或《妖猫传》中千年之前繁
华炫目的大唐盛世。

然而，迪士尼的超级英雄电影和童话
故事电影，却把数字技术带入了一个美学
死胡同，压抑了其美学潜能，只沉迷于数字
特效营造的华丽、空洞、肤浅的视觉奇观。
而当新版《狮子王》纠结于究竟应该“更像
真实动物”还是“为了突出真实动物做不
出”的动作时，技术就变得束手束脚无法施
展，在写实性与表现性之间摇摆不定，也失
去了技术所拥有的将不可能之物在视觉上
呈现为可能的巨大潜力。

一方面，先进的数字技术确实可以给
电影加分，另一方面，不应该陷入一种技术
决定论，更不应该忽视技术的美学面向，对
技术要保持一种理性、客观的态度。电影
的思想性、艺术性、美学性永远是更核心
的，对电影美学形式的思考要跟上技术的
进步，使技术不再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
壳。 本报综合消息

迪士尼的超级英雄和童话故事，把数字技术带入了美学死胡同

《《狮子王狮子王》》一次形神分离的技术试验一次形神分离的技术试验

第19193期开奖公告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7370364元
本省（区、市）销售金额：105192元
开奖结果：6 5 2

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6639注0注16056注

本地中奖注数21注0注228注

单注奖金1040元346元173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青海省）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9月17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550284.6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福利彩票
七乐彩全国开奖公告

第2019083期

中奖号码
基本号码

01 09 15 24 27 28 29
特别号码

14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3
13
346
1069
11950
21534
137579

青海省中奖注数
0
0
0
1
36
50
401

每注奖金（元）
1663470
26541
1994
200
50
10
5

全国本期销售总额：10540558元
青海本省投注额：29414元

中奖号码:9 4 3

青海省销售总额：816418元
青海省中奖情况：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通选一等奖
通选二等奖

和数16
1D

猜1D中1
猜1D中2
猜1D中3

2D
猜2D两同号
猜2D两不同

猜大小
猜三同
拖拉机
猜奇偶

中奖注数
150
0

406
0
0
0
2
0
0
8
5

0
0
0
4
0
2
0
0
0
0

单注奖金额（元）
1040
346

173
693
173
606
86
470
21
15
10

2
12
230
104
37
19
6

104
65
8

中奖总额（元）
156000

0

70238
0
0
0

172
0
0

120
50

0
0
0

416
0
38
0
0
0
0

中奖总金额：227034元

中国福利彩票3D青海省开奖公告
第2019193期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5”

奖 级
一等奖

中奖注数
41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4100000元

第19193期开奖公告
投注总额：11904110元
开奖结果：6 5 2 0 1

本期中奖情况

285612010.2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9月17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总 计

中奖注数0注5注134注2310注31062注371569注405080注

每注奖金 -89149元1800元300元20元5元-

应派奖金合计0元445745元241200元693000元621240元1857845元3859030元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7星彩”
第19083期开奖公告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6062822元
开奖结果：0 4 9 5 9 1 1

本期中奖情况

48790081.3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9月17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