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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正在学认字的儿子把广告牌上
的字大声念出来，张维年对电梯上投放的广
告早就习以为常，甚至视若无睹。

“医疗美容！减肥丰胸！”这个 5岁的
孩子念完还得意地看向爸爸，仿佛等着被
表扬。

张维年赶紧扭头看广告，这 8个显眼的
大字旁边，还站着一个穿着暴露姿势撩人的
妙龄美女。张维年被美女“盯”得很尴尬。
送孩子上幼儿园时，他跟其他家长说起这件
事。对面楼的大妈叫起来：“你没注意到
吗？去年情人节那段时间，电梯上那个电视
一直在放避孕套的广告。我们家孙子都会
背那段广告词了！”

张维年跑到居委会要求管一管。居委
会的人告诉他这都是广告公司跟物业签的
合同，应该找物业，“其实按理说，电梯是社
区的公共区域，你们买房时都算在公摊面积
里的，不光广告放什么应该经过你们业主同
意，广告费也应该归全体业主。”张维年这才
意识到自己蒙受的不仅是精神损失。

张维年家住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一带，
电梯广告绝非这里独有。全北京乃至全国
各个城市，无论居民楼还是写字楼，电梯广
告俯拾皆是。在人们对电梯广告司空见惯
的同时，笔者调查发现，电梯广告的管理和
收入分配在很多地方却始终处于灰色地带。

电梯广告收入不菲

电梯广告其实价格不菲，相应的，靠电
梯广告所获营收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笔者以要投放电梯广告为由，联系了几
家广告公司，了解到北京地区电梯静态框架
广告基本上每块每周的广告费在 120元至
150元之间。一年下来一块静态框架的广告
费在六千至八千元左右。一个电梯起码可
以安装 3块静态框架广告，一年下来仅静态
框架广告费就高达2万元左右。可以播放动
态视频的电子广告屏收费更高。以秒为单
位计费，算下来一块电梯电子广告屏一周的
广告费就高达六千元左右。

在广告商们口中，每一个电梯上的每一
块广告屏，无论静态还是动态，都被称为一
个“点位”。广告商们不仅会把各个社区的
具体位置、社区里的楼栋数、单元数和电梯
总数提供给客户，还会把社区的交房时间、
房价和房租水平、业主入住人数和入住率，
包括入住人群大概是哪种企业甚至具体是
哪个单位的都调查得清清楚楚，有针对性地
提供给有不同需求的客户。

艾迪亚科技传媒集团的一名销售经理

告诉笔者，这些广告投放的合同，绝大多数
都是由广告公司和物业公司签订的。据北
京某大型物业公司内部人士透露，物业公司
实际收到的电梯广告费用，大致为每块每年
一两千元。一个中等规模的社区，一年电梯
广告费收入少则十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

至于电梯广告内容的管理，上述销售经
理说，只要不涉及黄赌毒和政治因素，只有
极少的物业公司会对广告内容有要求，顶多
会有一些商住两用的楼拒绝投放其他楼宇
的房产广告。“咱们合同都是跟物业公司签
的，业主如果对内容不满，让他们跟物业闹
去，一般也闹不出个所以然就不了了之了。”

电梯广告收入属于全体业主

笔者在实地采访中发现，虽然绝大多数
居民区的电梯内都被投放了广告，但不少人
并没有意识到这笔电梯广告的收入和自己
有关，更别提向物业要求说明电梯广告收入
的使用情况。只有极少数社区的物业会在
年度账目公示中提及电梯广告收入和支出，
即使公示，一般也就是笼统地介绍用于社区
的公共设施建设，具体是否照此执行，或者
到底建了哪些公共设施，很少有哪家物业说
得清。

北京市朝阳区京师园小区的 1288户业
主们却不同，他们已连续几年“真金白银”地
分到了这笔钱。京师园小区业委会主任武
志中告诉笔者，他们先后向全体业主发放过
4次电梯广告收入：第一次是给每户发了400
元的附近超市购物卡，第二次是为每户直接
抵扣了 500元物业费，第三次是给每户发了
200元的电子购物卡，上个月则给每户直接

发了500元现金。
根据《物权法》第七十条规定，业主对建

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以外
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
另据《北京市住宅小区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
会指导规则》第二十七条规定，应由业主大
会决定物业共用部分的经营方式，管理、使
用物业共用部分经营收益。

武志中说，这些法律法规就是他们代表
业主争取权益的依据。不仅电梯广告，小区
地下室、车辆出入口的灯箱广告，以及其他
公共区域的使用，决定权都在业委会手中。
由业主代表们共同商议决定如何经营和管
理，如有经营收入该通过什么方式让全体业
主获利。

不仅是北京，各地其实都有地方性法规
涉及电梯广告等社区公共区域的经营，并明
确收益属于全体业主所有。

比如山东省去年开始实施的《山东省物
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和陕西省颁布的《陕
西省物业管理条例》中都明确规定：利用物
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从事广告、租
赁等经营行为的，所得收益属于全体业主
共有。此外陕西省自去年2月1日起还专门
颁布实施了《陕西省电梯安全监督管理办
法》，其中明确规定：电梯轿厢内部广告所
有收入归业主所有，优先用于支出电梯维护
保养等费用。

如何保证业主从电梯广告收入中获益

即使如此，无论在哪个城市，都很少有
业主能按规定从中获益。多数广告公司都
是和物业公司进行交易。按理说这笔经费

的支出应该通过业主大会商议决
定或者至少由业委会监督使用。
但笔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很
多社区要么根本就没有业委会，
要么业委会被个别人把持着以权
谋私。

在不少社区中，由于商品房
交易，业主更迭频繁，即使有想要
有所作为的业委会主持，业主却
一盘散沙，没人关心公共利益，召
开业主大会更仿佛天方夜谭，业
委会形同虚设。就算个别业主想
就电梯广告的内容管理和收入分
配与物业公司理论甚至打官司，却
形单影只无法召集邻里们支持。

已在京师园小区住了十几年
的居民戴谦告诉笔者，小区之所
以能建立起有效力的业委会，离

不开这里的群众基础：京师园小区的业主多
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还有部分附近医院
的医生和部队退休干部，业主们整体文化素
质高、维权意识强，在小区建成之初就迅速成
立了有公信力的业委会，切实维护业主权益。

如此自律自治的业委会在全国范围内
并非京师园小区一家。比如西安南郊世家
星城小区业委会也很“强势”。他们从 2014
年开始，就和物业公司签订合同，约定包括
公共收益的项目在合同期内由物业公司自
主经营，但所获收益，三成归物业公司，作为
日常经营、管理的费用，另外七成在业主代
表的监管下，用于社区的公共设施建设。社
区电梯广告的经营，从物业公司和广告公司
谈判报价，到最后业主代表审查验证等一系
列程序，业主代表都全程参与。

每年几十万的电梯广告收入，若能在有
效监督下切实用于社区的公共设施建设或
维修上，也能解决不少问题，可如果分到上
千户业主手里每年也就三五百元而已。但
是积极参与京师园小区业委会各项活动的
业主赵东亮告诉笔者，之所以业主代表们商
讨决定还是把这笔钱分到各家各户手中，主
要是为了吸引业主们提高对社区自治的主人
翁观念，激发大家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意识。

“国家虽然倡导建设和谐社区已有多
年，但以前大家只关起门来关注自己的小
家，很多人并没有参与建设和管理社区公共
区域的概念，业委会把这笔钱分发给大家，
主要是想告诉大家：社区的公共区域是大家
的，这里产生的利益也是大家的。”赵东亮向
笔者强调，“我们把社区这个小环境治理好，
也有利于社会这个大环境的治理。”

不过，去年以来，此前能把电梯广告收
入抓在手里的业委会想把这笔钱分给业主
也遇到了困难。京师园小区业委会的会计
徐春娇告诉笔者，由于国家开始力推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而业委会
是居民自治组织，没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因此无法在税务部门开具发票。他们跑遍
了街道办、住建委、北京好几个区的税务部
门，没有哪个机构能够给业委会编码。

“没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开不了发
票，我们就很难再从广告商那里拿到钱。”
徐春娇对笔者说，“除非委托物业和广告
公司签合同，那这笔钱就又进到物业公司
的腰包里，能否再用到业主身上，可就难
说了。” □尹平平

谁也不曾料想，引燃今年国产电影暑期
档的片子，居然是一部动漫作品——《哪吒
之魔童降世》。

记忆里那个脚踏风火轮、手持红缨枪的
叛逆孩子，在这个夏天的大银幕上，彻底颠
覆了所有人的童年：这一版的哪吒颜值堪称

“史上最丑”，龇牙咧嘴，斜眼坏笑，走路吊儿
郎当，活脱脱一个举止油腻的不良少年。但
也是这个哪吒，最后喊出“我命由我不由
天”，保护父母，对抗天命，赚足了观众眼泪。

从之前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大护
法》《白蛇：缘起》，到口碑高涨的《哪吒之魔
童降世》，一系列高品质原创动漫电影的面
世，极大提振了国漫产业的士气。毕竟以往
一提起影视作品里的“超级英雄”，年轻观众
只会想起“漫威宇宙”的《钢铁侠》《雷神》《美
国队长》……而不会和东方面孔联系起来。
如今“全程高燃”的国漫崛起，意味着建立我
们自己的“国漫英雄宇宙”，未来可期。

作为演绎经典IP的国漫作品，《哪吒之
魔童降世》的成功有许多值得影视从业者借
鉴之处。它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丰
富、精巧而自然。例如，看守哪吒的两只“戏
精”结界兽，面部神似三星堆的青铜器——
当你逛博物馆看见“萌萌哒”青铜器时，是否
想到那也可以变成吸粉的动画角色？还有
哪吒的师父太乙真人的江山图，隽永的山水
长卷，在这部电影中竟变成帮哪吒修身养
性、打怪升级的虚拟世界。太乙真人的毛笔
一挥，观众随哪吒一头扎入花鸟虫鱼、高山
流水、云卷云舒中。

经典的一定是民族的。很多动画之所
以能成为长盛不衰的经典IP，无不因为其诸
多元素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融入了民族的
血液。而当下要想创作出深入人心的“新经
典”，一定要和传统文化的精华，以及悠久的
中国历史紧密关联。

经典还要具有时代性，能够引起当代观
众的共鸣。《哪吒之魔童降世》的一大亮眼之
处，便是和现代社会审美趣味高度融合的叙
事格调。这部影片在处理角色关系的时候，
明显植入了一点港片节奏和无厘头气质，对
话诙谐搞笑，包袱横飞。某些情节大开脑

洞，比如太乙真人也需要使用密码和指纹解
锁灵珠。

承担启发孩童教育功能的国漫作品，主

题离不开亲情、友情、爱情，更离不开我们每
个个体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成长和救赎的
动漫主题，对于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都具有
极大吸引力和意义。发展国漫行业，必须要
从培育精神土壤开始，通过培养孩子的美感
和价值观，让他们感受直击心灵的中国文化
之美。

经典 IP 在不同的时代，应当彰显符合
时代特质的精神内核。例如，在《封神演
义》的原著里，哪吒的很多行为是出于争强
斗狠，发泄心中怨气；在上世纪70年代动画
片《哪吒闹海》中，创作者赋予了哪吒一定
正义感。而在最新这一版电影中，哪吒希
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他人成见，希望得
到周围人的认可和喜爱。最终，在感受到
父母深沉的爱以后，愿意以一己之力对抗
天命，保护家人周全。这部国漫里的哪吒，
无比贴近当代年轻人的奋斗观和人生观，
不信命，靠自己。

中国现代动漫作品的创作，既要懂得吸
收传统文化的精华，也要注意做到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只有耐得住寂寞，打磨精品，
才能缔造经得住时间检验的国漫新经典。

□孔德明

◆周末评论

你竟然是这样的“哪吒”国漫重新定义经典

◆特别关注

你家小区的电梯广告费，进了谁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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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一段时间夏季酷热的考验后，昨
日终于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一
般而言，一旦立秋，气温会逐渐下降，意味着
秋天的开始。为了迎接这个节气，人们会

“啃秋”、贴秋膘。

暑去凉来之际，谷物成熟

立秋是干支历未月的结束以及申月的
起始。《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七月节，立字

解见春（立春）。秋，揪也，
物于此而揪敛也。”

民俗专家萧放解释，二
十四节气是依地球围绕太
阳公转的周期确定的时间
点，每一时间点相距 15天，
如果以立春为起点的话，立
秋在第十三个节气点上。

从字面意思来看，“秋”
字由禾字与火字组成，是禾
谷成熟的意思。此时，炎热
的夏季即将过去，暑去凉
来，意味着秋天的开始。立
秋后，梧桐树渐渐开始落

叶，所以有“落叶知秋”的说法。
“立秋是根据天文观测地球围绕太阳运

行的位置，确定的秋季起始日，它表示季节
转换的开始，但并不表示气温会立即下降。”
萧放说，末伏往往在立秋节气之后，所以会
有“秋老虎”的余威。

但民谚说得好，“交秋一日，水冷三
分”。萧放说，一旦进入立秋，气温会开始渐
渐下降，“秋老虎”一般也不会持续多久。

他表示，农历二十四节气是人类与自然

协调的时间指南，对现代人的生活仍有积
极意义。

立秋节气中，古人的仪式感

在古代，立秋是个相当重要的节日。从
朝廷到老百姓都非常重视。立秋当日，周天
子要亲率三公九卿大夫到京城西郊迎接秋
气。天子回朝之后会对有功的军人进行奖
赏，并开始军事训练等活动。

宋代的立秋习俗也很好玩。立秋当天，
皇宫内要把栽在盆里的梧桐移入殿内，等到
时辰一到，太史官会高声说：“秋来了。”奏
毕，梧桐如果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算是寓
意报秋。

民间则会戴楸叶，人们在立秋当日将
楸叶剪成花样戴在头上，迎接节气的到
来。又或者将石楠红叶剪刻花瓣簪插鬓边
俗，再不然以秋水吞食小赤豆七粒，祈求平
安吉祥。

此外，还有咬秋或者说“啃秋”的民俗，
比如立秋日一家人凑在一起吃点西瓜，便算
作啃秋了。清代北京人还会吃茄脯，饮香薷
汁，希望在秋后可以免除暑热痢疾之害。

饮食调理，这些食品不能少

由于自然气候原因，立秋后短时间内，
白天仍然会比较热，但早晚寒气渐盛。入秋
后天气干燥，可以吃些滋润的食品，如银耳
百合、蜂蜜、芝麻、梨、荸荠等，清凉润燥。

古人认为，秋属金、金主肺，肺气虚弱的话
抵抗力会有所下降。所以立秋之后，起居方面
最好做到早睡早起，多喝一点荷叶粥、山药粥，
滋补身体。脾胃虚寒的人更要慎吃冰镇西瓜。

萧放认为，古人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方
面，比现代人要好一些。二十四节气是古人
在长期生活中的经验总结，自然节律仍是现
代人应当遵循的时间框架。

在他看来，二十四节气是我们把握作物
生长时间等问题的一种文化技术，涉及日常
饮食生活的季节调节与身体保健等。比如，
清明品茶踏青、立秋吃瓜秋游也是一种传统
的时间生活情趣。

“人类要顺应自然，依循自然时序，才能
生活得更加愉快幸福。”在萧放看来，现代人
应尊重自然时间，尊重生命节律，享受丰富
多彩的生活。 □上官云

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立秋里的仪式感：：：：：：：：：：：：：：：：：：：：：：：：：：：：：：：：：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啃秋啃秋啃秋啃秋啃秋啃秋啃秋啃秋啃秋啃秋啃秋啃秋啃秋啃秋啃秋啃秋啃秋啃秋啃秋啃秋啃秋啃秋啃秋啃秋啃秋啃秋啃秋啃秋啃秋啃秋啃秋啃秋啃秋”””””””””””””””””””””””””””””””””了吗了吗了吗了吗了吗了吗了吗了吗了吗了吗了吗了吗了吗了吗了吗了吗了吗了吗了吗了吗了吗了吗了吗了吗了吗了吗了吗了吗了吗了吗了吗了吗了吗

江西婺源江西婺源，，立秋节气晒秋忙立秋节气晒秋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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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向不明去向不明”” 朱慧卿朱慧卿 作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