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日，在日本横滨，“钻石公主号”邮轮靠岸准备接受物资补给。 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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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美国工厂》拿下奥斯卡 奈飞征服了谁

Focus
聚焦

北京商报2020.2.11

确诊病例增至130人

不幸的数字还在继续上涨。2月10日，日

本厚生劳动省确认，在日本的“钻石公主号”

邮轮上新增60例新型冠状病毒病例，这意味

着，截至目前，邮轮上累计的感染者已有130

人。此前9日，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称，

“钻石公主号”邮轮新增6例新冠肺炎病例。当

天晚间，日本厚生劳动省召开新闻发布会表

示，新增的6例被感染病例中，包括1名乘客和

5名船员。据悉，这6人已被送往医疗机构，目

前没有出现重症的消息。

据悉，“钻石公主号”邮轮于1月20日从横

滨启程，1月22日停靠鹿儿岛，1月25日抵达香

港，2月1日停靠那霸，然后回到横滨。船上载

有2666名乘客和1045名船员，合计3711人，

乘客中半数为日本人，其他人来自50多个国

家和地区。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此前通报的消息，

一名80多岁的中国香港男性于1月20日登船，

25日在香港下船后被检测出感染新型冠状病

毒。之后，日本卫生部门对船上出现相关症状

的273名乘客进行检测，包括有发烧、咳嗽等

症状的120人及与患者有过密切接触且出现

症状的153人。2月5日上午，10人确诊感染新

型冠状病毒，并被送往神奈川县的医疗机构。

在之后的检测中，确诊的病例不断增多。

截至北京商报记者发稿时，“钻石公主号”邮

轮上累计的感染者达到130人。此外，日本厚

生劳动省9日还表示，该邮轮上约有100名乘

客表示有发烧等身体不适情况。

世界卫生组织（WHO）表示，预计在19日

该邮轮可以结束隔离。从“钻石公主号”邮轮2

月5日确诊首例感染者算起，19日正好经过14

天观察期。此外，对于和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

的人员来说，将从最后与感染者接触的时间

起算14天观察期，这部分人员即使到2月19

日，仍然需要留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接受

隔离观察。

人心惶惶的“孤岛”

“特朗普，救救我们！”恐慌笼罩在每位游

客头上，一位美国游客在视频中录下了这样

的求救信号。来自英国的大卫·阿贝尔每日都

会在社交平台上更新自己的日常，“一天24小

时，我们都不被允许打开舱门。只在有人敲门

时，门才会被打开一会儿。戴着口罩的工作人

员会递过来一个装着餐食的托盘，接着他们

会回来拿走空盘子，挺像是住在一所高档的

监狱里”。

除了心理上的担忧之外，药品和生活用

品的短缺也成了难题。据悉，在3700多人中，

1000位都是超过70岁的老人，他们的常用药

即将消耗殆尽。2月6日，有一名老年船客在阳

台上挂出了一面日本国旗，上面用日文写着

“缺乏药物”。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邮轮广播中表示，

将有600份药品运送到船上，需要药品的人

可以将人名和房间号进行登记，届时将按顺

序发放。

对于日用品和药品的补给问题，北京商

报记者联系了公主邮轮公司，不过截至发稿

还未收到具体回复。

为了能稍稍缓解船上游客的心理压力，2

月9日，“钻石公主号”邮轮所属的航运公司公

主邮轮表示，将向所有乘客全额退还此次旅

行的费用，包括邮轮旅行费用，以及到达邮轮

前后的机票、酒店住宿费、接送费、停靠地的

观光费用等。此外，该公司还表示，不会要求

乘客支付在检疫等待期间的费用。

受此影响，公主邮轮公司的母公司嘉年

华邮轮也遭遇了不小打击。据悉，嘉年华邮

轮公司于1972年在巴拿马成立，是世界上最

大的邮轮公司之一。1月28日，嘉年华邮轮发

布2019财年经营业绩，公司实现邮轮营业收

入为208.25亿美元，同比上涨10.3%；归属于

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为29.9亿美元，同

比下降5.14%。2018财年，嘉年华邮轮总收入

为188.81亿美元，邮轮运营总收入为186.09

亿美元，占总收入比例近99%，同比增长

7.7%。

旅游网站显示，“钻石公主号”负责的旅

途，最长达24天23晚，最短为4天3晚。若以24

天，费用1000-5000元/ 天，乘客2670人满员

计算，“钻石公主号”每趟旅程能够为嘉年华

邮轮公司赚取的收入为6400万-3.2亿元。

1月21日以来，嘉年华邮轮的股价已经从

51.38美元跌至2月7日收盘时的42.2美元，累

计下跌了9.18美元，跌幅超过17%，市值蒸发

了逾66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460亿元。

多艘邮轮被隔离

“钻石公主号”不是个例，人流密集、空间

密闭的邮轮的确是危险地带。与“钻石公主

号”类似成为“孤岛”的还有星梦邮轮“世界梦

号”、荷美邮轮“威士特丹号”。

好在前者已经解除了警报。2月4日，星梦

邮轮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旗下“世界梦号”

邮轮于2020年1月19日从广州（南沙）出发至1

月24日返抵广州（南沙）的航次，有旅客于

2020年2月2日及3日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2月9日，“世界梦号”全体1814名船上人员均

通过了香港卫生署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

果全部呈阴性，因此得到许可可以离船。

“威士特丹号”则收到了多张禁止停靠的

禁令，仍处于漂泊中。据悉，该邮轮从香港出

发，计划停靠在日本港口。此前在船上发现了

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乘客。2月6日，日本

政府表示将拒绝“威士特丹号”上的外国人入

境日本，要求该邮轮返回中国香港，并计划让

船上的日本籍游客乘飞机回国。受韩国检疫

部门全面加强对国际邮轮防疫力度的影响，

“威士特丹号”原定于11日停靠釜山，不得不

取消了靠泊计划。

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扩散的影响，早

在2月3日，国际邮轮协会（CLIA）就发布声明，

暂停从中国大陆出发的船员往来，禁止过去14

天内从中国大陆出发或者途经中国大陆的任

何个人登船，包括乘客和船员。

据国际船舶网1月底公布的数据，已有8艘

邮轮停航，累计14个航次损失近4亿元，5家世

界知名邮轮公司在中国母港的多艘豪华邮轮

被迫停航待命。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

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兴斌表示，现在这个

情况下，不仅是邮轮业，包括整个旅游业在

内，都是一个暂停。当然，邮轮业更甚，几千人

在一艘邮轮上活动，更危险。此外，对很多人

来说，隔离是很难受的，有些人只能在一个几

平方米的小房间内活动。王兴斌建议，现在旅

游业应该冷静下来，总结考虑，抓紧练兵，为

疫情过去之后更好地发展作准备。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陪跑”最佳影片

对于奈飞来说，今年的奥斯卡之路有些

喜忧参半。当地时间9日晚间，第92届奥斯卡

金像奖颁奖典礼在美国洛杉矶杜比剧院举

行，24项大奖一一揭晓。由奈飞出品、美国前

总统奥巴马投资的原创纪录片《美国工厂》

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纪录长片。

“感谢曹德旺。”在领奖时，《美国工厂》

导演SteveBognar和JuliaReichert用中文

如此说道。去年8月，该纪录片一经上映，就

掀起了一场关于“中美两国工厂模式”的多

维度讨论。此外，劳拉·邓恩因在奈飞电影

《婚姻故事》中扮演一名浮华的离婚律师而

获得最佳女配角奖，这是《婚姻故事》六项提

名中唯一获得的奖项。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今年奥斯卡的最大

赢家非韩国电影《寄生虫》莫属，不仅拿下了

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奖，还将最佳导演、最佳

国际影片及最佳原创剧本三项重要大奖一

同收入囊中，而《寄生虫》也成了首部获得奥

斯卡最佳影片的非英语片。

相比起来，此前一度被认为是种子选手

的《小丑》仅拿下了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原创

配乐两项大奖，而奈飞出品的《爱尔兰人》则

延续了金球奖时候的噩运，最终颗粒无收。

此前，《小丑》获得了11项提名，《爱人兰人》

获得10项提名。

奈飞的收获

奈飞与奥斯卡的故事，似乎又回到了从

前。事实上，奈飞在奥斯卡的重要转折就发

生在去年。第91届奥斯卡奖提名名单中，奈

飞的黑白传记片《罗马》获得10项提名，领跑

奥斯卡奖争夺战，但在最后关头，《罗马》却

输给了《绿皮书》，与最佳影片奖失之交臂。

一个需要补充的关键背景是，《罗马》也

是奈飞首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作

品———在这之前，虽然奈飞的电影也曾获得

过奥斯卡提名，但主要聚集在纪录片领域。

最终，《罗马》虽然未能摘得最佳影片奖，但

却一举拿下了最佳摄影、最佳外语片和最佳

导演三项大奖。这意味着，流媒体向好莱坞

的进攻，似乎已经正式开始。

经过了《罗马》的前站，奈飞更加坚定了

对奥斯卡的冲击。上个月公布的第92届奥斯

卡奖提名名单中，奈飞以24项奥斯卡提名的

成绩超过了今年获得提名的所有其他媒体

公司，而这也是奥斯卡奖历史上第一次出现

这样的状况———流媒体服务公司成了获奖

提名最多的公司。对于获奖的感受及流媒体

冲击奥斯卡等方面的内容，北京商报记者联

系了奈飞，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一直以来，因为绕过院线，只在自家平

台上播放作品的奈飞备受批评和排斥，也

因此与各项大奖无缘，但从《罗马》开始，奈

飞在计划上似乎变得更加灵活，比如为了

冲击奥斯卡，《罗马》选择了先线上后线下

的方式。

互联网分析师杨世界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奈飞以原创IP为主，提名奖项之多算是颁

奖机构对其原创内容的认可，也透露出在影

视内容方面积极支持原创的信号，但颁发奖

项的时候，不仅要从影视内容方面进行考量，

也要注意影片是否有引导性的社会意义，社

会影响力、观众喜爱度等其他维度的内容都

需要有所体现，整体上来看，颁奖机构支持原

创，但奈飞原创内容形成的文化价值观可能

还与评奖委员对其的期待有所差距。

流媒体的未来

攻占好莱坞，这似乎是奈飞想要传递出

的重要信号，毕竟对于奈飞来说，征战奥斯

卡堪称一大目标，而在奥斯卡上取得一席之

地所带来的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去年，

在《罗马》获得三项奥斯卡奖的第二天，奈飞

的股价便上升了1.5个百分点。而奈飞的全

球订户数量，也在此后有了明显的提升。

而奈飞背后贴着的流媒体标签，更让这

场争夺战变得意义非凡。《罗马》参战的那一

年，正是娱乐行业剧震的时候，奈飞在流媒

体行业里一家独大，迪士尼、康卡斯特和华

纳兄弟等传统电影公司成了受影响最大的

一批企业。但情况在2019年出现了巨大的反

转，行业整合接近尾声，更多巨头入局流媒

体，随着Disney+的推出，奈飞迎来当头一

棒，无论是内容还是价格，都对奈飞形成了

莫大的冲击。

去年12月，还有分析师将奈飞的评级从

“持有”下调到“卖出”，按照分析师的说法，

如果奈飞不调整定价策略，2020年可能最多

损失400万美国付费订阅用户。如今，在最佳

动画长片奖上，奈飞的第一部动画片《克劳

斯》又败给了迪士尼的《玩具总动员4》，对

Disney+来说，又是一次助力。

流媒体的众神之战还将继续，只是从奥

斯卡这里，不难发现些关于未来的端倪。杨

世界认为，奈飞原创影视作品获得奥斯卡提

名对未来的流媒体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证

明未来长期市场竞争中，奈飞提名奥斯卡在

内容原创方面及社会影响力方面有一定的

拐点作用。杨世界补充称，虽然大家目前也

去院线观看电影，但一些排片类的因素对好

作品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有的好片子受制于

其资源，导致排片偏低都有可能。而在线播

放是全域的，可以说在线播放是未来更能促

进好产品诞生的土壤，而流媒体也可能是未

来奖项重点诞生的地方所在。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第92届奥斯卡奖颁奖礼9日在美国

洛杉矶杜比剧院举行，韩国导演奉俊昊

执导的黑色喜剧片《寄生虫》一鸣惊人，

揽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

片以及最佳原创剧本四项大奖。

在九部影片激烈角逐的最佳影

片之战中，《寄生虫》击败大热门

《1917》以及《爱尔兰人》《好莱坞往

事》《小丑》《婚姻故事》《小妇人》等强

敌，成为奥斯卡奖史上第一部夺得最

佳影片的外语片，也是第一部夺得奥

斯卡奖项的韩国影片。奉俊昊在最佳

导演争夺中出人意料地击败了

《1917》的导演萨姆·门德斯，门德斯

在今年此前的各大颁奖礼中摘取了

多项重量级最佳导演桂冠。

《寄生虫》去年首次亮相就为韩国

电影首次揽获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

片金棕榈奖。在今年的好莱坞颁奖季

中，《寄生虫》也是诸多奖项常客，包括

成为首部夺得美国影视演员协会奖电

影类最佳群戏奖的外语片。

《寄生虫》讲述韩国贫民阶层的

一家四口通过各种手段进入一个富

豪家庭工作，在一系列意外之后发生

激烈冲突。影片将韩国社会贫富阶层

的巨大差异与对立展现得淋漓尽致。

据新华社

·新闻链接·

韩国影片《寄生虫》
笑傲第92届奥斯卡奖

最佳影片奖的风头被《寄生虫》抢走，但并不妨碍奈飞凭借《美

国工厂》在奥斯卡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凭借着当初掀起的一股关

于“中美两国工厂模式”的讨论，《美国工厂》或者说是奈飞成功拿

下了奥斯卡的最佳纪录长片奖。对于奈飞来说，在流媒体如日中天

的背景之下，在奥斯卡这个“战场”上攻占好莱坞似乎只是时间问

题。更何况，从去年的《罗马》到今年的《美国工厂》，奥斯卡向流媒

体敞开怀抱的趋势早已不言而喻了。

在日本横滨的港口，一艘邮轮已经独自停靠超过了7天。被严格封锁的出口、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弥漫着消毒水味

道的空气以及余下近3600名人员的人心惶惶，如今是这艘邮轮的日常。自1月25日一名乘客下船后被确诊感染新型冠

状病毒后，这艘邮轮就成了被恐慌笼罩的“孤岛”。在检测结果出来之前，没有人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不幸的数字之一。

荩荩 1月20日
“钻石公主号”邮轮
从横滨启程

荩荩 1月25日

抵达中国香港
荩荩 2月1日

停靠那霸
荩荩 2月3日

回到横滨
荩荩 2月5日

10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荩荩 1月22日

停靠鹿儿岛

2月6日 荨荨
新增10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2月7日 荨荨
新增41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2月8日 荨荨
新增3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2月9日 荨荨
新增6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2月10日 荨荨
新增60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