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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消息 回 眸

2019 年中国电视剧市场，

现实题材作品构成主流。

《破冰行动》《都挺好》《小

欢喜》《老酒馆》《外交风

云》等一批现实主义题材

精品力作赢得口碑与收

视双丰收，不同类型的主

旋律电视剧成为荧屏热

点。

日前，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主管《电视指南》杂志

等发布《2019 年电视剧行

业调研报告》。报告指出，

2019年电视剧IP热开始降

温，主旋律题材集中爆发，

深入生活映照现实的电视

剧引发了观众共鸣。

2019 年，电视荧屏精

品剧作不断。特别是为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举办“我

爱你中国——优秀电视剧

百日展播活动”，为广大观

众提供了丰富选择。入选

的 86 部献礼剧题材类型

多样，既有重大历史事件

的反映、时代变迁的记录，

也有青春奋斗励志故事；

既有都市题材，也有农村

题材和军旅、商战等行业

剧。如，《激情的岁月》致敬

默默奉献的新中国建设

者；《伟大的转折》《外交风

云》讲述老一辈领导人的

光辉故事；《在远方》《奔腾

年代》等通过平凡人的逐

梦之旅，演绎我国快递业

和电力机车业的巨变；《老

酒馆》《激荡》等则以平凡

小人物为切口映射变革大

时代的波澜；《空降利刃》

《陆战之王》真实呈现当代

军人新风貌，歌颂新时代

的奋斗精神……

业内人士认为，一些

剧作能形成热点并不完全

因为题材优势，更在于品

质上乘，具备“高质量”和

“好口碑”。“如今，观众和

平台都越来越趋于理性，

不同类型的题材表现形式

不一样，但内容为王，这永

远是影视制作行业的‘主

旋律’。”尚世影业总经理

鱼洁说。

编剧宋方金认为，主

旋律创作和类型创作相结

合是2019年荧屏的最大变

化。如《外交风云》表现宏

大历史内容，但细节很生

动，受到观众好评。“这些

作品不是简单以宣传性为

主的，实际上是宣传、内

容、类型和创作相互结合，

品质非常高。”宋方金说，

主旋律题材向年轻态、多

元化转型，呈现出一种可

贵的创新精神。

在献礼剧之外，一些

现实题材剧也受到广泛

关注，引发了强烈共鸣。

如《都挺好》聚焦“原生家

庭”，《少年派》《带着爸爸

去 留 学》《小 欢 喜》直 面

“教育焦虑”，都击中了当

代中国家庭的难点和痛

点。

专家认为，这些作品

带有一定的社会话题性，

创作者们充满直面社会问

题的勇气，呈现出真善美

的温情底色，用心打磨触

动人心的作品，传递出真

正的现实主义力量。

报告称，2019年，现实

主义题材电视剧敢于描写

社会真实，善于塑造典型

人物，能够脱颖而出获得

观众的喜爱；另一方面，电

视观众的审美品位和文化

趣味在多元选择中也呈现

出主流倾向。“现实主义”

“守正出新”“新用户思维”

成为2019年国剧市场的三

大关键词。 （史竞男）

《北京晚报》消息

第92届奥斯卡奖提名名

单 12 日揭晓。最终，《小

丑》以 11 项提名领跑，

《1917》《好莱坞往事》《爱

尔兰人》三部影片以 10

项提名紧跟其后，韩国电

影《寄生虫》也获得了 6

项提名。

9部影片入围最佳影

片提名，它们分别是《极

速车王》《爱尔兰人》《乔

乔的异想世界》《小丑》

《小妇人》《婚姻故事》

《1917》《好莱坞往事》《寄

生虫》。

在最佳导演提名上，

马丁·斯科塞斯（《爱尔兰

人》）、托德·菲利普斯

（《小丑》）、萨姆·门德斯

（《1917》）、昆汀·塔伦蒂

诺（《好莱坞往事》）、奉俊

昊（《寄生虫》）五位导演

入围。这五部影片也都入

围了最佳影片提名，竞争

非常激烈。

刚刚在金球奖上获

得剧情类最佳男主角的

华金·菲尼克斯毫无悬念

地入围奥斯卡最佳男主

角提名，五位提名演员分

别是：安东尼奥·班德拉

斯（《痛苦与荣耀》）、李奥

纳多·迪卡普里奥（《好莱

坞往事》）、亚当·德赖弗

（《婚姻故事》）、华金·菲

尼克斯（《小丑》）、乔纳

森·普雷斯（《教宗的承

继》）。

最佳女主角方面，

蕾妮·齐薇格也是刚刚

获得金球奖剧情类最佳

女主角。五位提名演员

分别是：辛西娅·艾莉佛

（《哈丽特》）、斯嘉丽·约

翰逊（《婚姻故事》）、西

尔莎·罗南（《小妇人》）、

查理兹·塞隆（《性感炸

弹》）、蕾妮·齐薇格（《朱

迪》）。

《美国工厂》《洞穴里

的医院》《民主的边缘》

《为了萨玛》《蜂蜜之地》

五部纪录片入围。

去年4月，美国电影

艺术与科学学院对第 92

届奥斯卡奖评奖规则作

出调整，最佳外语片类别

名称改为最佳国际影片。

24 个提名奖项的最终结

果将于今年2月9日在好

莱坞杜比剧院举行的颁

奖典礼上揭晓。（王金跃）

距离2020年春节越来

越近了，将于 1 月 25 日大

年初一上映的新片高达 9

部，比如《唐人街探案 3》

《中国女排》《囧妈》《急先

锋》《姜子牙》《紧急救援》

《熊出没·狂野大陆》等。虽

然春节档前夕没有大片上

映，但1月10日当天，就有

《别告诉她》《理查德·朱维

尔的哀歌》《蕃薯浇米》等

文艺片扎推上映，同样让

影迷充满期待，又令人眼

花缭乱，不知如何选择为

好。

《理查德·朱维尔的哀

歌》改编自真实事件

由好莱坞传奇导演克

林特·伊斯特伍德执导，

改编自真实事件的高口

碑佳作《理查德·朱维尔

的哀歌》是 2020 年奥斯卡

的热门影片，豆瓣评分8.1

分，该片改编自《名利场》

杂志 1997 年的一篇同名

报道文章，讲述了亚特兰

大奥运会的安保人员理

查德·朱维尔发现奥林匹

克公园有炸弹，阻止了悲

剧的发生，却遭错误指控

的故事。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之前接受红星新闻特约撰

稿人专访时表示，“这个故

事是一个美国式的悲剧。

故事主人公理查德·朱维

尔在爆炸现场拯救了上百

人，他是一个英雄人物。但

最后却成为整个事件的头

号嫌疑犯。这让人匪夷所

思，不仅具有时代代表性，

也充满戏剧色彩，我当时

看到这篇报道时就觉得这

是一个很好的电影素材。”

他表示，5 年前，他把剧本

和项目递交到了华纳兄

弟，“但当时他们没有足够

的资金。然后我在福斯影

业找到了钱，结果迪士尼

要买福斯，所以这个项目

就泡汤了。最后华纳又说

愿意投资，我当时对他们

的老板开玩笑说，我会把

他放进我的遗嘱（笑）。我

真的很感激他们。”

《别告诉她》祖孙情引

发观众共鸣

在近日举行的第77届

美国金球奖颁奖典礼上，

奥卡菲娜凭借电影《别告

诉她》获得了音乐/喜剧类

电影最佳女主角，成为金

球奖历史上首个获得该奖

项的亚裔演员，创造了金

球奖历史。

电影《别告诉她》根据

导演王子逸的真实故事改

编：一个华

人家庭为了

陪伴身患癌

症的奶奶，

假借一场婚

礼的名义重

聚，从小在

美国长大的

孙女碧莉由

一开始不理

解，而后渐

渐融入了这

场善意的谎

言。对此，同

样是在国外

长大的奥卡

菲 娜 也 坦

言：“其实最

初我是不能

理解的，直

到演完我才

意识到，这样做其实是出

于关心，是对奶奶爱的表

现。”

电影中，奶奶对于多

年未见的孙女碧莉疼爱有

加，真实细腻的祖孙情也

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电

影中几位主要角色的真情

流露，尤其是奶奶，就像自

己的亲人一样”，“这就是

我们生活的家庭，也是我

们眼中的长辈。”

《别告诉她》得到不少

业内人士好评，导演李安

在《综艺》特别企划的“Di-

rectors on Directors”活动

中，更把它列为自己 2019

最喜欢的电影。谈及影片，

他还是表示“当我看电影

时有点像审视自己的过

去，结尾与祖母的告别证

明了导演对自己素材的控

制，这是一个非常衷心和

个人化的可爱结尾”。

（据《成都商报》）

2019电视剧：主旋律是热点

《小丑》以11项提名领跑奥斯卡奖

本月文艺片扎推上映 佳片随你挑

《别告诉她》海报

极简魅力
近日，朱亚文一组冬日质感写真曝光，光影变换间侧颜轮廓立体，尽显绅士魅

力。写真中，朱亚文身着深灰色格纹西装搭配黑色高领简约大气，展现出不俗的时尚

表现力。清冽阳光下，晦明变换间的画面氛围透着一丝神秘感。镜头里的朱亚文眼神

深邃故事感满满，肆意潇洒的同时不失绅士风度。 （据新华社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