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片“金扫帚”
扫不完扎堆烂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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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殇 好影片凑不够“年度十佳”

《封神
“金扫帚”
扫了谁？ 传奇》第八届金扫帚奖前晚在北京颁奖，
“年度十佳”
少了谁？
、
《澳门风云3》、
《摆渡人》获评2016年
吴亦凡、景甜分封“帝后” “最令人失望影片”，其中《封神传奇》豆瓣评
首度出现两席空缺
第八届“金扫帚奖”奖项归属揭晓，
《封神传
奇》、
《澳门风云 3》、
《摆渡人》三部影片在两轮票选
中均高票胜出，获评 2016 年“最令人失望影片”，其
中大腕云集的《封神传奇》豆瓣评分仅 2.9 分，在 24
位“金扫帚奖”专业评委给出的选票中以 15 票当
选，名列第一名。此外，
《我的新野蛮女友》、
《致我
们终将到来的爱情》、
《极限挑战之皇家宝藏》获评
“最令人失望中小成本影片”
。
金扫帚“影帝”和“影后”竞争激烈，
《爵迹》、
《致
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
《夏有乔木 雅望天堂》三片
在手的吴亦凡在“小鲜肉军团”
角逐中脱颖而出，
当
选“最令人失望男演员”，景甜则凭借众星捧月的
《长城》将
“最令人失望的女演员”收入囊中，
这也是
景甜时隔三年再度获得该奖项。
王晶、张嘉佳是本届“金扫帚奖”两大“赢家”。
首执导筒的张嘉佳将王家卫拉下水，由王家卫监制
且共同编剧的《摆渡人》获得“最令人失望新导演”
、
“最令人失望影片”和“最令人失望编剧”三把扫
帚。而王晶不仅个人因为《澳门风云 3》和《王牌对
王牌》获评“最令人失望导演”，和刘伟强联合执导
的《澳门风云 3》还收获了“最令人失望影片”，并战
胜同样大牌云集的《封神传奇》和《大话西游 3》，成
功地将周润发、张家辉、刘德华等推上了“最令人失
望集体表演”的宝座。
此 外 ，主 办 方 之 一 的 YY LIVE 还 通 过 直 播
平台投票，产生了“Y 脖树奖”，年度最令人心碎
影 片 授 予 在 中 外 皆 遭 遇 恶 评 的《长 城》，也 算 弥
补了《长城》落选金扫帚奖最令人失望影片奖的
遗憾。

2016 最令人失望影片《摆渡人》

分仅2.9分，
在24位
“金扫帚奖”
专业评委给
出的选票中以15票当选，
名列第一名。
主办方遗憾地表示，评选烂片候选者众
多，而评选优秀影片，今年却连 10 部都选不
上，
最终只有《塔洛》、
《路边野餐》、
《驴得水》、
《长江图》等8部入选
“年度华语十佳”
，
这是此
奖项诞生八年以来首度出现两席空缺的局面。

人物

“金扫帚”
时隔四年
再现领奖人

“最令人失望中小成本影片”
《致我们终将到来的
爱情》导演郑来志前晚来到现场，郑来志是“金扫帚
奖”
创办以来第一位亲临现场领奖的导演，
也是
“金扫
帚奖”创办八年来第二位亲临现场的领奖人。美国
“金酸莓奖”
创办36届鲜有领奖人现身，
组委会表示，
我们从导演派人代领到导演亲自领取，
从制片人到场
致歉到导演登台领奖仅用了八年时间，
这不能不说是
中国电影人面对批评声音的一个小小进步。
导演郑来志表示，
“ 电影十月怀胎它就是我的
孩子，面对外界的质疑和批评的时候，作为导演来
讲就是家长，必须要面对和承受。”面对“金扫帚奖”
的评语，郑来志有点无奈地表示：
“爱情电影的桥段
都差不多，如果有一些突破可能也没人去看，而且
这些都是自己这么多年打拼最真实的感受，影片有
自己的影子在里面”。虽然鼓起勇气前来领“金扫
帚奖”，但郑来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生活本来就
是狗血的，电影我是比较满意的，如果给电影打分
我会给满分，
因为它是我的孩子，
我是它的家长。
”

相比 2015 年 ，2016 年华语电影整体质量均有
所下降，
台湾影评人郑秉泓，
香港影评人列孚以及《青
年电影手册》编辑部仅评选出《塔洛》、
《再见瓦城》、
《路边野餐》、
《一念无明》、
《驴得水》、
《长江图》、
《树大
招风》、
《一路顺风》八部佳作，
此奖项诞生八年以来首
度出现两席空缺的局面。此次获得“年度华语十佳”
殊荣的内地影片有四部，
台湾和香港地区各有两部。
单项奖方面，万玛才旦凭借《塔洛》拿下“年度
导演”；柯震东因《再见瓦城》脱胎换骨的表演获得
“年度男演员”称号；
“年度女演员”由《塔洛》的藏族
演员杨秀措爆冷获得；张译因《追凶者也》、
《我不是
潘金莲》两部电影的优秀表演全票获得“年度男配
角”；三次获得香港金像奖，两次获得台湾金马奖的
“配角女王”金燕玲因《一念无明》获得“年度女配
角”；毕赣凭借《路边野餐》夺得“年度新导演”；
“年
度新演员”则由《驴得水》的任素汐斩获，2016 年最
亮眼新人非她莫属。
《塔洛》和《再见瓦城》成为当日最大赢家，万玛
才旦率队的《塔洛》斩获
“年度影片”
、
“ 年度导演”
和
“年度女演员”三项大奖；柯震东领衔的《再见瓦城》
不甘示弱，拿下“年度影片”
、
“年度男演员”和“年度
编剧”三座奖杯。令人意外的是，柯震东专程从台
湾空降北京领奖，柯震东在接受采访时眼圈泛红，
并表示此次获得“年度男演员”对他来说意义非凡：
“很久没有站在舞台上了，所以刚才在台上比较激
动，希望金像奖也有好的运气。”而“年度女配角”得
主金燕玲也特意从香港赴京领奖。
《青年电影手册》
“年度特别奖”颁发给英年早
逝的青年演员乔任梁。

你评你的金扫帚
我拍我的大烂片
与美国众多电影奖项相比，
创立于 1980 年的金
酸梅奖以评选美国年度最烂影片为目的，在每年 2
月奥斯卡奖揭晓前一天公布，起初是有嘲讽之意，
评选者与影迷均会当做“一乐”，但随着评选靠谱，
这个奖项日益受到大众重视。如今，金酸梅奖已成
为关注度很高的一个评选活动，拥有一个由电影从
业者、
专家、
影迷组成的近 500 人的评选团体。
金扫帚奖的创办初衷与金酸梅奖相仿，迄今已
举办过八届，是独立性的民间电影评奖，虽说曾经
历过资金短缺等困境，但因为始终坚持独立的声
音，
依然得到众多业界人士和影迷的肯定与支持。
“金扫帚奖”由网友投票产生提名名单，在充分
尊重民意的同时，
再由 24 位影评人、
媒体人、
编剧和
学者组成专家团投出最终结果。
创办人程青松表示，
即使我们的声音很小，
也要让
世界听到。不管金扫帚奖是否权威，
至少其敢于点名某
些名导大咖的勇气值得鼓励，
让人有些悲哀的是，
华语
电影人并不会因为这个金扫帚奖而努力，
而减少烂片
——你评你的金扫帚，
我拍我的大烂片，
这恐怕才是金
扫帚奖最为无奈的地方。
本组文/本报记者 肖扬

金扫帚奖影后景甜

金扫帚奖影帝吴亦凡

“年度华语十佳”
影片《驴得水》

龙事件。郭德纲说“这一次我们打破了常规、融入
了许多西方理念、借鉴了东南亚表演技巧”
。聊到拍
这部电影的初衷，郭德纲笑称，因为他也没别的手
艺，就会做这行，
“要让我演个正剧把观众弄哭还挺
难的，但看到观众开心笑，这是我们愿意干的事
情”
。拿了这届《欢乐喜剧人》冠军的岳云鹏，
是郭德
纲的得意门生，
台上说相声的时候，
岳云鹏常拿自己
客串了一些电影来调侃，
这回他终于当了男一号。
首映礼上，郭德纲被两位美女带领着一帮黑衣
人“绑架”上台，还原了片中“意外失踪”的情节。谈
到拍摄中的趣事，郭德纲透露自己在片中有为美女
捏脚的戏份，他还无奈地表示自己接演的电影总是

“摇滚乐之父”
查克·贝里去世

本报讯（记者 崔巍）被誉为“摇滚乐之父”的美
国传奇音乐人查克·贝里（Chuck Berry）于美国当
地时间 3 月 18 日下午在其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
市的家中去世，享年 90 岁。圣路易斯市警方公布
称，当天查克·贝里用餐后突然昏倒失去意识，医护
人员到场急救无效，在下午 1 点 26 分宣告死亡，目
前经初步判断已排除意外致死，据推断是因为年事
已高而自然死亡。
查克·贝里 1926 年出生于美国一个中产家庭，
高中时期，他曾因持械抢劫被关入少管所，不过因
祸得福，正是在那里，查克·贝里发展出音乐与拳击
两项爱好，音乐方面尤其突出，在押期间还被特批
外出表演。21 岁时查克·贝里走出少管所重获自
由，为了谋生，他开始在夜总会里演奏，同时又在工
厂里干活，后来还和好友鼓手埃比·哈丁、钢琴家约
翰逊组成了“查克·贝里”三人合唱组。1955 年，一
个偶然的机遇使查克·贝里得到布鲁斯大师马迪·
沃特斯的赏识，并将其推荐给 Chess 唱片公司的创
始人伦那德·切斯，慧眼识珠的伦那德·切斯把贝里
签入旗下，随后贝里很快凭借首支单曲《Maybellene》而走红。
查克·贝里后来从他所擅长的节奏蓝调音乐中
提炼出属于摇滚乐的元素，摇滚乐正是由他独特的
吉他演奏方式和音乐创作风格而发展起来的，后来
在摇滚演出中被频繁模仿的“鸭子步”也是查克·贝
里的发明。查克·贝里于 1986 年成为第一批入围
美国摇滚名人堂的音乐人，同年还拿到了美国唱片
工业学院颁发的格莱美终身成就奖。
直到 3 年前，已经 86 岁高龄的他还依旧坚持在
舞 台 上 演 出 ，他 的 代 表 作《Johnny B. Goode》、
《Roll Over Beethoven》、
《My Ding-a-Ling》等
都成为传唱经典，他那精瘦调皮的舞台形象也出现
在众多以摇滚乐为主题的影片里如《摇滚，摇滚，摇
滚》、
《摇滚先生》、
《上路吧，
约翰尼》等。
在得悉查克·贝里去世的噩耗后，滚石乐队发
表声明致哀称：
“查克·贝里是一个真正的摇滚乐先
驱者，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查克不仅是一位
杰出的吉他手、歌手和表演者，最重要的是他是一
个独具匠心的作曲大师，
他的歌曲将永远活着。
”

本报讯（记者 王岩）拥有 93 年历史的英伦著
名节庆黑池舞蹈节，
将于今年 5 月呈现崭新面貌，
以
“中传锦绣”为代表的中国国标舞新势力，将在这一
全球艺术顶级盛会上发出中国声音。
黑池舞蹈节每年 5 月在英国北部小镇黑池冬季
花园（Winter Gardens）举行，在这座全世界舞蹈
爱好者心目中的圣地，持续一个多星期的举镇狂
欢，被誉为国际标准舞界的奥运会，每年吸引超过
60 个国家的数万名顶尖选手和观众前往。除了扣
人心弦的竞技赛场表演，在 2017 年黑池舞蹈节期
间，中国传统文化品牌项目“视觉艺术·洲际行”也
将首度亮相，同行艺术家将与中国优秀舞者共襄盛
举。针对黑池的特有文化，
“ 视觉艺术·洲际行”此
番巧妙地将中国水墨艺术与国际性舞蹈比赛相融
合，精心打造出一场以“宣纸上的舞者”为主题的跨
界艺术展览，联袂展示美术与舞蹈的魅力，开启中
国文化
“走出去”
的新篇章。

知名音乐人助阵
雪地文化音乐节
“年度华语十佳”
影片《长江图》

憨豆先生和郭德纲 PK 表情包
本报讯（记者 肖扬 ）将于 3 月 24 日上映的《欢
乐喜剧人》前日首映，主创岳云鹏、郭德纲等亮相，
更难的是出演该片的憨豆先生罗温·艾金森也来到
现场，这是憨豆先生第一次参演中国影片，主创还
在现场为他补过了生日，送上各自精心准备的“具
有中国特色”的小礼物。
“ 憨豆先生”事后表示这是
他“第一次在中国过生日，非常感谢电影《欢乐喜剧
人》剧组，也期待中国观众在 3 月 24 日走进电影院
观看这部电影。
”
《欢乐喜剧人》讲述了郭德纲、岳云鹏、张小斐
等喜剧人集体到澳门进行封闭排练时，师父郭德纲
意外失踪，众喜剧人为营救郭老师闹出了一系列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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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池舞蹈节艺术展
融入中国水墨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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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逃“捏脚”情节。而在主演们互相爆料的环节，郭
德纲则调侃未到场的徒弟岳云鹏是“猪队友”，原因
是“他不管放在哪里都是一只猪”。观众席中现身
的“憨豆先生”，引发全场欢呼。作为表情包界的鼻
祖，
“憨豆先生”还与郭德纲 PK 起表情包演绎，影片
的主演之一拳王伊万德·霍利菲尔德未能到场，但
他将拳王金腰带赠予了电影《欢乐喜剧人》剧组。
现场，主创“憨豆先生”罗温·艾金森补过了生
日，送上各自精心准备的“中国国粹”生日礼物：毛
笔、京剧脸谱、鼻烟壶、青花瓷餐具等，最有趣的莫
过于潘斌龙为“憨豆先生”送上的清明上河图屏风，
他耐心解释屏风的来历，
让罗温·艾金森爱不释手。

本报讯（记者 崔巍）3 月 10 日到 12 日，将音乐
与冰雪运动相融合的中国首届雪地文化音乐节在
崇礼举行。在崇礼冰雪世界中，该文化节集酣歌曼
舞、异域美食、创意市集、冰雪运动等元素于一体的
音乐盛典。
据了解，本次雪地音乐节现场邀请到诸多知名
音乐人强力助阵，包括世界百大知名 DJ Diego
Miranda，荷兰最受欢迎音乐制作人 Bakermat，西
班牙知名音乐制作人 DJ Brian Cross 等。此外，
流
行音乐歌手吉克隽逸和澳大利亚好声音金奖获得
者 Conred Sewell 亦分别登台献唱，充满生命力的
音乐回旋于崇礼雪域。
被誉为世界第一“雪艺家”的英国艺术家 Simon Beck 是这场音乐节的特别嘉宾，他用踩雪
的方式，一步步在雪地中“画”出一幅巨大的象征
太阳的曼陀罗花图腾雪景作品，将日落的绝美烙
印在崇礼雪域。此外，更有精彩绝伦的滑雪挑战
赛“雪山之王”与音乐节同期展开。赛事汇集了
各国顶级滑雪高手，白天，观众在享受音乐节的
同时，还能一览赛手们带来的令人血脉贲张的冰
雪竞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