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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和我的祖国》《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东方
之珠》《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月亮代表我的心》《传
奇》⋯⋯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讲述着一段段属于不同
年代的故事。4月6日，常州大剧院邀你走进歌里感受经
典、致敬时光。

这场《我和我的祖国——八只眼演唱组献礼祖国70
华诞演唱会》，由八只眼演唱组带来。

据介绍，八只眼演唱组成立于 1990 年，前身是中国
中央乐团男声重唱组，现成员有许乐、李俊广、马文杰、松
鹿。演唱组最初以演唱美国乡村音乐和中国民歌而独树
歌坛，多年来大量演出实践使其积累了深厚的艺术功
底。近年来，在突破传统男声四重唱的基础上，演唱组大
胆进行艺术探索和创新，在钢琴基础上增加吉他和特色
乐器，赋予现场更多感染力。其坚持抛却繁华浮夸舞美
形式的做法，也令演唱艺术真正回归声音本质。

成立近30年，八只眼演唱组演绎了大量中外经典名
曲，也为广大观众奉献了上百场不同主题的精彩演唱
会。在常州的演出，他们将继续用深情演绎经典，用情怀
歌唱青春。以男低音为旋律主线演唱，其他声部多彩变
化的艺术风格，将美国乡村音乐、现代流行音乐及爵士音
乐风格融入中国民族音乐，也将是他们继续努力的方
向。 （吴蕾 周茜）

一场回归声音本质的演唱会

引领一次全民怀旧

最近，电影圈再度掀起“翻拍
热”，不少翻拍之作频频上映。可
喜的是，与以往相比，最近几部翻
拍片成功率颇高，前有《来电狂响》
票房突破 6 亿大关，后有本周上映
的《“大”人物》口碑不俗。近年来，
翻拍自外国电影的国产片并不少，
但成功者寥寥无几，这两部影片凭
什么取胜？业内人士分析，本土化
是关键所在。

韩片《老手》翻拍成中
文版效果超出预期

2015 年，由黄政民、刘亚仁主
演的韩国电影《老手》引起不小的
轰动，并获得了次年青龙奖最佳导
演奖。影片包裹着典型的韩国商
业电影外壳，内核实则是一个弘扬
正义的故事，再加上韩式打斗、韩
式喜剧元素，是一部质量在线的商
业佳作。正在热映的《“大”人物》
正是翻拍自《老手》，刚传出翻拍消
息时一度受到质疑，但上映后口碑
不俗，不仅被赞翻拍效果“超出预
期”，连邓超、李易峰等也纷纷在微
博上为其“打call”。

影片剧情一波三折，人物精
彩，表演方面也颇具看点。影片在
继承了原作优点的同时，依然能有
成 熟 且 具 有 代 入 感 的 本 土 化 改
编。例如，王千源饰演的基层刑警
名为“孙大圣”，这一角色就加了不
少本土元素，比如他操心着孩子的

“学区房”，让不少中国观众看得心
有共鸣。

在场面上，影片也有了更为激
烈、更“爽”的动作场面。尤其是最
后反派被怒搧耳光，更是让不少观
众直呼过瘾。影片在节奏上也把
握得当，这一点与导演五百不无关
系，一向擅长拍摄快节奏悬疑类题
材网剧的他，曾执导《心理罪》《古

董局中局》，红极一时的《白夜追
凶》也是由他监制。

在表演方面，王千源、王砚辉
等“戏骨”级演员的表演依然厉害，
王千源饰演的基层刑警“孙大圣”，
人到中年的他生活却“一地鸡毛”，
而王千源的演绎，一别他在其他犯
罪题材影片里的“悍匪气”，而是多
了一份沧桑感，生动地演绎出一位
中年男人的形象。

最令人惊喜的是包贝尔，原版
中，刘亚仁由内而外散发出一种扭

曲和暴躁，实则内心自卑。包贝尔
一度成为观众的疑惑,而他在最后
呈现的效果可圈可点。

《来电狂响》融入直播
打赏、婆媳关系等议题

此外，前不久上映的《来电狂
响》也获得不少好评。影片改编自
意大利中小成本佳作《完美陌生
人》，讲述了七个好友在聚会中玩
一个手机游戏：与在场所有人分享

当晚收到的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短
信、微信甚至广告弹窗，并由此掀
开了一场啼笑皆非的情感风暴。

《来电狂响》上映以来票房成绩一
路飙升，上映 15 天票房超 5.7 亿
元，在“元旦档”大战中一枝独秀，
尽管《完美陌生人》口碑高企，但

《来电狂响》还是获得观众的广泛
认可，“笑果”也让观众颇为受用。
影片加入了直播打赏、婆媳关系、
养老难题、离婚买房等中国当下的
社会议题，让故事更为接地气。一

改原版对复杂人性
的刻画，取而代之
的是爆笑路线，也
更为符合中国观众
的口味。

此 外 ，不 同 于

意大利版中所有戏份基本只在饭
桌上完成，中文版的情节拓展到了
整座城市，反映出整个城市里的众
生百相。

探究原因：
“本土化”不是元素的堆砌

近年来国产翻拍电影成功率
并不高。2018 年，吴宇森的新版

《追捕》上映，最终却口碑“扑街”，
网上评分低至 4.5 分；翻拍自电影

《家族之苦》的《麻烦家族》为黄磊
导演处女作，影片上映后也遭遇严
重的“水土不服”，连黄磊多年积累
的观众缘也救不了他；2016 年翻
拍自韩国片《我的野蛮女友》的《我
的新野蛮女友》更是遭遇观众疯狂
吐槽“太毁经典了”，原版有笑有泪
的剧情，在新版里只剩尴尬。

业内人士分析，翻拍自国外电
影的作品，在剧情已经被“剧透”的
情况下，本身已经魅力减半，如果
在本土化方面还未能有好的创新，
则更容易遭遇失败。

首先，创作者在选择重拍的题
材时，必须相当慎重。这部作品是
否在当年拍摄时，存在着技术上的
缺失？如果重拍是否能够弥补这
一遗憾？例如，风靡一时的徐克版

《智取威虎山》就曾利用特效优势，
将“座山雕”坐飞机逃走等情节拍
摄出来，为影片增加了可看度。然
而，技术再发展，也必须服务于剧
情。剧本剧本，一剧之本，重拍影
片，故事必须符合新时代观众的口
味，这样故事才能“老枝发新芽”。

其次，翻拍国外电影必须着重
在本土化方面下足工夫。当然，本
土化不是对本土元素的堆砌，加一
个本土角色，或是对一些本土议题
生搬硬套，这些都不是翻拍电影本
土化的最佳途径。另外，本土化也
不是对原版故事、场景的原味照
搬，更不能抱着偷懒的心态，以“重
温经典”为噱头，为创作力匮乏“遮
羞”。因为，事实证明，观众对翻拍
电影的要求会更高，想要拍好必须
付出更多心力。 据《广州日报》

“本土化”不是元素的堆砌

电影翻拍不翻车怎么做到的？

将于 2 月 14 日上映
的电影《一吻定情》曝光一
组“满脑都是你”版海报。

海报中，王大陆饰演
的江直树与林允饰演的原
湘琴青春养眼，在二人形
象背后，浮现直树与湘琴
之间的有爱交集，充满浓
郁的少女情怀。帅气高冷
的直树，活泼可爱的湘琴，
配上甜甜的情话，青春爱
恋的甜蜜气息迎面而来。

电影《一吻定情》是
《我的少女时代》导演陈玉
珊的第二部电影，剧情改
编自多田薰原创漫画《淘气小亲亲》，讲述了勇气少女原
湘琴猛追天才少年江直树的校园爱情故事，而这也是陈
玉珊最为擅长的题材，值得期待。 马泽望

王大陆林允
演绎甜甜爱情

国家电影局近日下发《关于加快电
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提到了“院
线牌照”这一新鲜事物。业内人士认为，
国内院线即将迎来新一轮洗牌，一些小
院线可能被大院线吞并重组。

政策利好
放开院线申请资质

《意见》提到“鼓励发展电影院线公
司”，并对成立电影院线公司提出了五项
必须具备的条件，只有控股影院数在 50
家或拥有 300 块以上的银幕、年票房收
入不低于5亿元且无相应违法违规行为
的影投公司，才有机会申请院线牌照。

“这肯定是好事儿呀！”保利院线发
言人刘建锋直言：“说白了就是要放开院
线申请资质，鼓励投资更大的、更有实力
的、更愿意做电影的进入这个行业，把盘
子做大。”

根据猫眼专业版显示，目前国内共
有 48 条院线。ACE 影城合伙人张晓兵
透露，院线资质暂缓发放已经五六年了，
这几年国内院线数量增长不大，但大小
院线之间的发展规模却越来越悬殊，大
院线巨头如万达、金逸、华夏的下属影院
多达数百家，年票房几十亿元，一些地方
的小院线年票房则不足五千万元，肯定
是需要调整的。此外，像博纳、UME、耀
莱、恒大这些大规模的影投公司，旗下影
院和票房均已达到一定规模，也需要给
他们成立院线的机会。在她看来，这一

《意见》可能意味着将有实质进展。
然而，根据猫眼数据，2018 年票房

不足 5 亿元的院线多达 26 条，许多院线
采用加盟模式，只提供服务，并不控股其
管理的影院。这些院线未来将何去何
从？在这一点上，从业者对《意见》的理

解出现了分歧。
“这个政策说的是新增院线，现有院

线应该还是按照以前的标准执行，每两
年接受一次年检。”唐德影院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赵军说。不过，他也认为《意
见》鼓励新建院线，老院线的竞争力可能
会降低，因此会带来院线的整合重组，大
量影院会投奔新院线，老院线可能会被
新院线吞并。

但在刘建锋看来，《意见》也明确表
示将“完善电影院线奖惩机制和退出机
制”，那些不符合条件的、经营不善的院
线很可能会面临被摘牌的危险，在年检
中被取消院线资质。“当然，我觉得这是
一个务虚的发布，后续肯定会有更明确
和细化的管理办法出台。但是，这次已
经是一个信号了。”

院线现状
服务作用微乎其微

“希望通过这次调整，国内院线能够
重新洗牌整合，最好能产生十几或二十
几条大院线，对行业发展有好处。”北京
电影协会会长刘洪鹏分析，第一，从规范
市场秩序上看，大院线的运营更健康规
范，偷漏瞒报的现象更少；第二，从品牌
管理和塑造上看，大院线能将旗下影院
集中起来运营，形成品牌效应。

院线要遵循“统一品牌、统一排片、
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的原则，早在院线
制改革初期就已经提出。但当时，很多
民营企业只投资了几家电影院，不可能
成立自己的院线，而按照规定，每家电影
院必须加入一条院线才能拿片，因此出
现了很多加盟性质的院线，院线和影院
之间不存在所有关系，院线只为影院提
供服务，二者关系较松散。“四个统一”的
原则形同虚设。

历史沿革问题造成了影院和院线之
间关系松散，技术更新和互联网发展则
让院线起到的服务作用微乎其微。北京
蜂火影联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周思光说，在全国一万多家影院中，超过
六千家影院与院线之间只是加盟关系，
这些影院多分布在三、四、五线城市。“以
前院线还能为影院供片，现在都是数字
拷贝了。影片宣发方还可以跳过院线，
直接给影院发放电子物料，在宣发上合
作。院线就算是寄送物料，都可能滞
后。”刘洪鹏透露，现在都是“院线求着大
影院”，甚至不惜在票房分账上让利：“院
线从票房分账中收取的服务费已经低到
了一个点半个点，现在不要点的都有。”

发展方向
期待探索分线发行

刘洪鹏预测，未来国内的院线将朝
着规范化、大型化的方向发展。“院线还
是应该相对集中，不能这么分散。”

“咱们现在将近 50 条院线，肯定多
了。质量良莠不齐，而且是无序竞争。”
刘建锋说。张晓兵也认为，院线数量不
宜太多，无穷尽扩大院线数量，对市场发
展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院线的工作是
一样的，彼此之间没什么差异，生存之路
越来越窄。”

不过，赵军则表示，院线数量多少不
是重点，规模和质量才是关键。“已有院
线合并重组后，院线总数会变少，但同时
又会有新增院线不断加入。院线的兼并
重组不是着眼于数量的多和少，而是质
量有没有提升。如果质量有提升，58 条
也是可以的。”

探索分线发行，让不同院线形成差
异化竞争，则成为业内对院线制改革下
一步的期待。“现在我们只要上一个重头
的片子，比如《海王》，其他片子基本没戏
了。长此以往，投资方制片方都摸到门
道了，只投这种类型的影片，别的都不拍
了，这样就‘一片为大’了。现在全国 6
万多块银幕，3 万多块放的都是同一部
片子，太扎堆儿了。”刘洪鹏说。

“国内院线基本没差异，每家放的影
片都一样，希望能有不一样的院线出现，
自主拿片，才会有竞争。”电影产业专家
蒋勇说，在北美，不同院线旗下影院放映
的影片存在很大差别，即使是同一部影
片，在有的院线可能是首轮放映，在另一
些院线则可能是次轮放映，观众在不同
院线之间就有了丰富的选择。

袁云儿

国家电影局出台《意见》鼓励发展院线公司，
首提“院线牌照”这一新鲜事物

院线将迎来新一轮大洗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