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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UGC（用户原创内容）市场
如火如荼的当下，影视创作也不甘落
后。继视频平台推出两部竖屏系列微
剧《生活对我下手了》和《导演对我下手
了》之后，一部国产手机品牌邀请专业
电影导演拍摄的竖屏微电影《悟空》，近
期也在社交网络热转。紧随其后，电影
《直播攻略》则以横屏、竖屏两个版本在
视频网站同时推出，逾90分钟的时长
意图突破横屏观赏的习惯。

相比于抖音、快手短视频平台所拥
有的庞大用户基数，竖屏影视的诞生，
是商业噱头还是未来的创作趋势？从
整体环境来看，5G技术逐步普及，移动
端视频消费被视为下一个风口，无论短
视频、影视综艺创作，无疑都会受到影
响。但回到艺术创作来看，把手机竖起
来看剧，是昙花一现还是新的发展趋
势？只有优质作品才是最有力的回应。
把镜头竖起来，视野变窄，创意变宽

随着移动端娱乐消费的普及，用手

机看剧刷视频，正逐步取代观众对于电
视与电脑的依赖。乘一班地铁，总能发
现几个捧着手机带着耳机看剧的年轻
人。仔细观察，几乎所有人是把手机横
过来观看的。像刷抖音、快手一样竖起
来看电影电视剧，对于很多人还是并未
有过的体验。

视频网站率先以跨界思维，推出类
似短视频碎片化的影视作品。继聚焦
社会热点话题的轻喜剧《生活对我下手
了》之后，某视频网站继续推出《导演对
我下手了》吐槽目前影视剧里惯常出现
的俗套情节，引发观众热烈的互动讨
论。此外也有打通长片创作与竖屏思
维的：竖屏电影《直播攻略》以直播视角
展开，从故事情节上呼应过去用户竖屏
消费的产品。这些作品以娱乐搞笑内
容为多，更符合“网生代”的观赏需求。

考验创作者的定力与魄力
有从业者从人的生理构造上对竖

屏影视提出异议，认为横屏并非从影像

消费的历史沿袭，尤其是电视、电脑屏
幕逐步向16∶9的宽屏比例发展，这是
因为“人眼视度”所决定的，人眼的水平
视角远高于垂直视角。

通信技术的升级与消费场景的迁
移，内容生产出现新的创新，但能否沉
淀成为一种固定的娱乐消费样式、甚至
艺术门类，有待时间的考量。尤其是在
互联网时代，产品迭代速度远超过去，
在这种新陈代谢之中，既需要专业影视
人有不为迎合新生事物而匆忙上马的
定力——眼下一些竖屏影视与短视频
无异，通篇人物大头与半身画面，简单
粗暴，而作为电视剧集，集与集之间更
是缺少连贯性。

如果是竖屏，观众仍然能一眼辨
认出“这是一部电影”吗？要在美学
层面建立起能够区别于所谓“快消影
像”的专业电影气质，只有做到这一
点，或许才能真正驶向竖屏影视的类
型探索正轨。 （新华）

竖屏微电影《悟空》网络热转

5G时代，把手机竖起来看剧

今年的暑期档风云变幻，经历了好
几部电影的档期调整后，原本并不是绝
对主力的华语片《扫毒2》成了大众关注
的焦点，到目前上映 5 天票房接近 5
亿。作为之前大获好评的《扫毒》系列
的第二部，阵容超过前作，除了古天乐
继续参演外，刘德华、苗侨伟、郑则仕等
影帝级老戏骨纷纷加盟，连客串的角色
也是林家栋这种影帝级别的演员，让人
不得不报以很大期望。还好，没有让影
迷失望太多，《扫毒2》是一部整体及格
的港片，该有的元素都有，该有的尺度
也没有被裁剪。

不知道是不是港片的格局已经走
到尽头，又或者说香港本土的故事已经
被拍得再也找不出新意，这些年港片越
来越难有拿得出手的作品了。从 2002

年巅峰《无间道》系列之后，港片整体上
就进入了衰落期，虽然还有杜琪峰的黑
帮枪战系列和尔冬升的《门徒》《新宿事
件》等片点缀其中，但整体上缺乏新意
的事实是无法掩盖的。

2010年前后，随着香港影人大规模
到内地发展，香港电影逐渐凋零，偶尔
出现《寒战》这样的经典回闪外，基本看
得出港片一直处于疯狂挣扎求生的状
态，连最拿手的功夫片也只剩下一个叶
师父孤军作战，而《追龙》的成功更像是
回光返照一样，告诉大家港片那个辉煌
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扫毒 2》的格局其实和第一部一
样，都是以香港为主，东南亚其中一地
为次的双线搭配，尽量放大地域格局。
第一部是泰国，第二部则是菲律宾，但

第二部的海外内容却很少，不像第一部
泰国戏份那样让人记忆犹新。不过在
枪火场面和追车场面上，《扫毒2》的处
理一点不输第一部，很多时候甚至还成
了承接剧情节奏的重要手段。

《扫毒2》的剧情在近年来港片的恶
性循环中有所创新，比如地铁追车的场
面，但光靠动作，恐怕是挽救不了香港
电影。前几年同样是刘德华主演的《风
暴》场面也很火爆，但基本上也属于看
了就忘的片子，反而不如同样是邱礼涛
导演稳扎稳打的《拆弹专家》，最终还是
要回到故事本身上来。

这是目前香港影人最该思考的问
题，不要光靠着老戏骨的演技来支撑故
事，希望香港电影早日破局，找到新的
突破口。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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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靠动作戏救不了香港电影

讲好故事才是“硬道理”

日前，由中国导演孟京辉执导的话
剧《茶馆》在法国第73届阿维尼翁戏剧
节上演出，以全新方式再次演绎老舍的
经典剧作。

创作于60多年前的话剧《茶馆》，以
老北京裕泰茶馆为背景，在人物的悲欢
离合中展现了三个时代的社会变化。这
次由孟京辉执导的《茶馆》，由陈明昊、李
建鹏、孙雨澄、齐溪等主演，作品以当代
的方式重塑经典，在自由的视角和隐喻
的叙事中，观众仍能体会到其中的批判
意识与悲悯情怀。

阿维尼翁戏剧节创立于1947年，分
为IN和OFF两个单元，每年夏天在法国
南部城市阿维尼翁举行。 （新华）

老舍经典剧作

话剧《茶馆》在法演出

日前，在上海迪士尼乐园的梦幻城
堡前，郎朗和新婚妻子吉娜以一曲四手
联弹《今夜你是否感受到爱》，为迪士尼
新片“真狮版”《狮子王》中国首映礼揭开
帷幕。该片改编自1994年迪士尼同名
经典动画，利用纯数字技术、虚拟现实技
术将原动画里非洲草原上的动物全部还
原成现实生活中的动物。

1994年的动画版《狮子王》是动画
影史的巅峰杰作，曾横扫包括奥斯卡最
佳原创歌曲、最佳配乐、金球奖喜剧类最
佳影片等在内的十余项大奖。（新华）

“真狮版”《狮子王》中国首映

郎朗夫妇现场献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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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晚，2019赛季中超联赛
第17轮赛事继续进行，广州恒大淘宝
客场3:0战胜天津泰达，恒大取得联赛
8连胜，继续以2分分差落后国安。泰
达的防守反击打法在比赛前段打出了
一定声色，阿奇姆彭多次突破，乔纳森
的任意球更击中球门立柱；恒大在第
34分钟取得入球，杨立瑜精彩贴地斩
攻破旧主球门；第65分钟，回归恒大的
埃尔克森斩获入球；全场补时阶段，保
利尼奥在张修维助攻下扩大比分。

买提江与惠家康的相继受伤对泰
达阵容配置形成较大影响，中超交锋
史上泰达对恒大1胜2平14负也处于
下风，其中泰达主场战绩1胜7负；本
赛季首回合泰达客场0：1负于恒大。
恒大已取得联赛7连胜，本轮率先进
行的比赛中国安已战胜斯威，恒大需
要赢球从而继续追击国安。

开场后第24分钟，恒大持续前压无
果，瓦格纳控球反击时郑智背后踢人犯
规，瓦格纳非常气愤，裁判向郑智出示黄
牌。下轮郑智将因累积四张黄牌停赛。

第33分钟，严鼎皓右路突破分
球，杨立瑜快速低平球传中，杨帆与门
将杜佳发生碰撞，门前混乱中皮球被
挡出底线。恒大利用这次角球攻势取
得入球：杨立瑜禁区前迎球抽射打出
快速贴地球，皮球击中立柱内侧后撞
入网内，恒大1：0领先。

下半场开局阶段双方互有冲击，
泰达突遭伤情意外，刘洋在护球出界
过程中腿部拉伤，被谭望嵩换下。

第65分钟，埃尔克森斩获回归恒
大后的首粒入球：严鼎皓中路送出直
塞，埃尔克森禁区内趟球前插，在杨帆
干扰下攻门被杜佳挡出，埃尔克森攻
破空门，恒大2：0领先。

补时第4分钟恒大再度入球：保
利尼奥将球分到右侧，张修维禁区内
快速传中，保利尼奥前插捅射破门，收
获本赛季中超第7粒入球。最终恒大
3：0战胜泰达。

目前，北京国安以积分45暂列榜
首，广州恒大43分紧随其后，上海上
港40分位列第三。 （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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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联赛第17轮埃神回归进球

广州恒大8连胜紧追北京国安

2019年光州游泳世锦赛今天开幕。比赛于7
月12日至28日进行，设游泳、跳水、高台跳水、花
样游泳、公开水域游泳、水球六大项目。

据最新消息，朝鲜将不派队参加本次世锦赛
所有项目的比赛。

早在今年的5月，国际泳联（FINA）执行主任
马库莱斯库就与光州市长李庸燮召开联合记者
会，马库莱斯库表示，朝鲜已向泳联方面表明不参
加2019光州世游赛之意。 （新浪）

游泳世锦赛场馆

光州游泳世锦赛开幕
朝鲜放弃参赛

日前，跳绳世界杯赛在挪威落幕。在3分钟
1141次，广州花都区的光速小子岑小林在挪威再
次打破他去年自己创造的1136次世界纪录，成功
夺冠。这次，与岑小林一起在挪威跳绳世界杯赛
上所向披靡的，还有来自广州的三支队伍的中小
学生。

来自黄埔区云荟跳绳队的18名参赛队员中，
最小的只有7周岁，最大的也才刚刚满11周岁。
但是其精湛的跳绳技艺为其赢得了“暴风脚速”的
美誉，并且已获得18个项目的冠军，为中国队收
获了60枚金牌，并打破女子3x40秒交互绳速度
接力、混合组2x60秒交互绳速度接力两项跳绳世
界杯赛会记录，其中有六个项目闯进无年龄限制
组总决赛。 （凤凰）

中国小将扬威跳绳世界杯

跳绳世界杯赛挪威落幕

中国小学生再破纪录

总有人认为，街球是一项不入
流的运动。只有职业篮球赛场上
的，才是真正的篮球，其余的，都是
野球！实际上，中国有注册纪录的
职业篮球运动员目前不过几千人而
已，而我们经常参与篮球运动的人
数，接近千万！

大家最熟悉的街头篮球形式，一
定是3对3的比赛。目前，3对3比赛
已经被收录为奥运会正式项目，有了
官方的名字——3×3篮球。

近几年，3×3篮球飞速发展，涌
现出了各种各样的赛事，并且各个都
奖金不菲。这也吸引了大批高水平
的篮球运动员。目前，中国职业篮球
赛事只有 CBA 与 NBL 两大联盟，

CBA联赛一共有20支球队，NBL联
赛有13支球队。两个联赛最多也就
能容纳500名左右的球员，而那些从
小在职业队接受培养，最终却被淘汰
的球员们，都去了哪里呢？

除了一些进入大学或者进入了
社会的以外，剩下的球员，几乎都混
迹在业余赛事中谋生。如今的中国
业余篮球赛事绝不像某些人想象的
那样条件艰苦，这些比赛中的顶尖
球员，甚至比职业球员还要滋润！

以一场南方沿海城市的乡镇比
赛举例，别看只是乡镇比赛，他们邀
请的却都是业余篮球圈最顶尖的球
员，甚至还有来自美国的黑人外援！
每场比赛出场费在5000元上下，拿

到前两名，每名队友还会获得几万元
的奖金！参加这样一项比赛的收入，
少则3-5万元，多至5-10万元。而
一名野球篮球运动员，一年可以参加
十几站甚至二十多站这样的比赛！

曾经的 CUBA 北京大学中锋，
现效力于广州男篮的中锋郭凯曾介
绍过，他在大学期间就经常被师哥
们带着参加类似的比赛，收入相当
可观。如果毕业后坚持打的话，收
入甚至会比他如今在职业队还要多
很多！怎么样，对于野球的收入，是
不是已经有点概念了呢？

为什么打野球会有这么高的收
入呢？实际上，这些野球比赛的举
办方，大部分是财力雄厚的企业，或

者是乡镇组织、机关单位。为了“面
子”，参加比赛的单位、地方队，都不
吝惜用高额的出场费来聘请高水平
球员，广东、福建等地，几乎全年都
有类似的比赛在打，只要你球技过
硬，在这里打球完全能过上衣食无
忧的生活。

大部分白领，靠着996的高强度
工作，一年累死累活的拿着20万年
薪，很多野球球员却能一年轻轻松
松的挣到 100 万+收入。有没有觉
得，比起自己，他们才像是白领？

绝对不要再用不入流来形容他
们了。这块赛场还有极高的潜力可
挖。他的吸金能力，绝对超乎你的
想象！ （新体）

3×3篮球是不入流野球？

街球吸金能力超乎你想象7月11日，2019年国际乒联巡回赛
澳大利亚公开赛男单首轮比赛，王楚钦
4：0横扫张本智和，连续两周击败同一
对手。赛后张本智和输的心服口服，直
言王楚钦实力完全比自己高。

王楚钦赛后表示：“这场球看似是
4：0吧，但第一局自己2：8落后，追来了
上来战胜了，第一局对对手有些影响，到
后面自己气势释放了球打得更开了，要
是第一局输了，这局面就不一样了。这
一次困难准备做的更充分有一些，对方
的反扑能力是非常强的，输完一次第二
次会有很大变化，就会立即去执行，自己
做好更困难准备。”

对于对手王楚钦，张本智和说：
“韩国公开赛跟他打过，这次自己准备
的很好，今天球也不好打，对方实力完
全比我高。” （新浪）

澳大利亚公开赛男单首轮

王楚钦打服张本智和

竖屏微电影《悟空》《导演对我下手了》宣传海报

以全新方式演绎老舍经典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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