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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暑期过半，8 月的
常州大剧院依然好“戏”不断，在
已经预告的演出中，儿童剧、音
乐会各有亮点。

儿童剧中，既有童年回忆
“黑猫警长”，也有活力阳光的
“超级飞侠”、轻松幽默的“锛儿
头小辫儿”、励志向上的“安德
鲁”等。此外，原力剧场的舞台
剧《伟大的实验》将带领观众探
索声音与节奏；保利原创儿童剧

《故宫里的小不点》则通过文物
修缮及保护的故事，向孩子们展

现对历史文物乃至优秀传统文
化艺术的尊重与态度。

音乐会方面，除了有“千与
千寻——久石让、宫崎骏系列作
品视听音乐会”、科佩尔曼大师
三重奏室内音乐会、西班牙拉斯
维里达斯合唱音乐会，还有两场
市民音乐会。其中，“文武双全”
历史和幻梦的故事于源春琵琶
独奏音乐会当天，常州大剧院还
将组织一场市民开放日活动，带
领参与者一起走进琵琶曲的前
世今生。 （六一 周茜）

儿童剧、音乐会密集来袭

为暑期增添缤纷色彩
演出名称

原力剧场节奏滑稽剧《伟大的实验》
2019市民音乐会——“文武双全”历史和幻梦的故事于源春琵琶独奏音乐会
锛儿头小辫儿之疯狂的猿人
儿童剧《黑猫警长之城市猎人》
千与千寻——久石让、宫崎骏系列作品视听音乐会
大型多媒体励志儿童剧《安德鲁塔纳斯峡谷历险记》
保利原创儿童剧《故宫里的小不点》

2019市民音乐会—— 第四届江苏省文华奖评选暨文化惠民演出
苏州民族管弦乐团音乐会《华乐苏韵》

科佩尔曼大师三重奏室内音乐会
西班牙拉斯维里达斯合唱音乐会
戏胞有艺思—超级飞侠《多多帮帮忙》豪华亲子舞台剧

演出时间
8月2日19:30
8月3日19:30
8月4日19:30
8月7日19:30
8月8日19:30
8月10日19:30
8月11日19:30

8月14日19:30

8月17日19:30
8月21日19:30
8月25日14:30/19:30

“上海即将陆沉，这样一座非凡的城市，希望能为人
类换取一线生机。”近日，由滕华涛执导，鹿晗、舒淇领衔
主演，石凉、高以翔、王宫良、王森、孙嘉灵主演的科幻战
争电影《上海堡垒》曝光终极预告。短短两分钟的预告，
揭示了外星文明入侵后的人类危机，同时也展现了这场
未来战争的热血与悲壮。

作为国产科幻电影的又一位探索者，改变自江南同
名小说的《上海堡垒》用6年时间尝试了国产电影的诸多
第一次：第一次挑战科幻战争的电影类型；第一次迎战外
星文明；第一次在中国本土打响未来战争，中国上海也成
为了守护人类文明希望的主战场⋯⋯

预告中，上海堡垒的战士与外星文明展开殊死搏斗，
而在惨烈压抑的战争氛围中，上海也不得不选择陆沉，将
昔日辉煌的城市沉入地下。与之相对的，则是“上海大
炮”带来的希望，据悉，这是片中人类反击外星文明的秘
密武器，预告中的短短几秒镜头，便已彰显了它的震撼与
威力，“上海大炮”究竟会在这场战役中起到什么样的作
用，令人期待。

面对外星文明，人类不仅有秘密武器，更有破釜沉舟
的勇气 。“深渊之井，战备防御完毕”“上海大炮，准备完
毕”“灰鹰小队，准备就绪”⋯⋯一声声准备作战的集结宣
言，坚定而决绝。正如预告中所表达的那样，“英雄，从来
都不是一个人”。导演滕华涛表示：“我们不想要孤胆英
雄，还是期待看到一个团队在共同成长，共同承担起保卫
人类文明的重担。”原著作者江南也坦言：“《上海堡垒》
讲的是一个中国故事，它所体现的‘情’是非常中国化的，
有兄弟、战友之间的小爱，也有在灾难面前，人类凝聚力
量携手抗敌的大爱。”

电影《上海堡垒》将于8月9日上映。 傅言

《上海堡垒》终极预告揭晓

秘密武器
“上海大炮”亮相

如果不是因为电影《狮子王》真
人版，我可能闻所未闻地球上还有
这么一片净土。没有喧嚣的人声，
没有孰是孰非的观点，没有被钢筋
水泥森林压迫的视野，这里空旷、荒
芜、野蛮，一切遵循最基本的自然法
则，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等级森
严。这就是非洲大草原，塞伦盖蒂，
14763平方公里，拥有世界上种类最
多、数量最庞大的野生动物天堂。

BBC 最新出品的纪录片《塞伦
盖蒂》是这个暑期给我带来惊喜和
震撼的佳作，导演以一只秃鹫为视
角，将镜头聚焦这片大草原上八大
野生动物家族，以拟人化手法娓娓
道来它们的残酷竞争、悲欢离合和
生命本质。无论是旭日东升时的朦

胧初醒，还是夕阳如血后的夜幕降
临，草原上的一切，树木、荒石、池
塘，似乎都蒙着神秘而又动人的面
纱，加上高超的剪辑和温情的旁白，
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无法移目。

不同于以往带有科普性质的
《动物世界》，导演注入了他关于
爱、责任和生命的思考，让故事更
加生动。片中，动物像人类一样具
有“爱恨情仇”，像人类社会一样具
有阶级属性。比如母爱的伟大，做
了母亲的雌性动物在任何时候都
将幼崽放在首要位置，形单影只的

母狮始终带着幼崽觅食，鬣狗母亲
为了女儿主动献上自己的生命，雌
狒狒卑躬屈膝地臣服雄狒狒⋯⋯
这些镜头都让人动容，折射出生命
无论是强大还是弱小，在大自然面
前一律平等，都将面对残酷的淘
汰。鬣狗、大象家族遵循着雌性作
为首领的传统，在族群面临生存危
机和生命危险时，这些被挑中的

“女首领”必须在逃命和迎战的两
难时刻做出选择，而她们挺身而
出，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带领族
群走出困境。

生命生生不息，周而复始。塞
伦盖蒂最壮观的是食草类动物大
迁徙，大约有 100 多万只角马、斑
马、羚羊组成的宏伟大军，年复一
年，由南到北、再由北到南，长途跋
涉数千公里，跨过危机四伏的沼
泽、峡谷、滩涂，只为了获得足够的
青草和水源，老弱病残则将葬身食
肉动物之口。在这片土地上，淘汰
老弱病残是食肉动物维护生态平
衡的正义之举。诚如《狮子王》中
穆法沙回答儿子辛巴“为什么我们
要吃羚羊”的问题，“这是我们需要

保护的家园，这里的生命生生不
息，它们吃草，我们吃它们，最后我
们的尸体腐烂在这里，滋养着这里
的生命。”待来年春暖花开之时，新
生命呱呱落地，它们蹒跚起立，跟
随族群的脚步成长，一代又一代，
薪火相传。

活下去，不顾一切地活下去，这
是片中让我最动容的地方，生命在
艰难困苦面前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强
大力量，食草动物在食肉动物口中
的拼命挣扎，食肉动物在饥寒交迫
时展现的奔跑速度、完美扑咬和团
队作战智慧，配合着非洲粗犷而悠
扬的节奏音乐，让人观片的同时感
到激动人心，对那片充满生机和野
性的大草原充满无限向往。晴风

《塞伦盖蒂》：一切遵循自然法则

现实主义题材大剧《小欢喜》于
7月31日登陆东方卫视。身为该剧
总编剧，黄磊坦言，《小欢喜》中的很
多剧情都是他身处当下有感而发，
在拍摄的过程中，他对于现实题材
作品的把握也得到了启发，“现实题
材的创作一定要清楚想表达什么、
从哪个方向着笔以及如何通过剧情
为大家带来思考。”

据悉，该剧采用“倒推式”创作
方法，先确立了高考主题，而后邀
请编剧创作。与《小别离》团队再
次合作，黄磊感慨颇多，“《小别离》
结束后，我们当时就针对是否拍摄
续集做了很多探讨，后来我想何不
拍一个高考题材的作品，方圆和童
文洁夫妇不变，他们从一个故事延
续到另一个故事，这样的设定会让
观众既熟悉又陌生。”在黄磊看
来，方圆和童文洁犹如中国万千普
通父母的缩影。

黄磊还表示，这部剧更多聚焦
父母的自我成长和蜕变，“父母通

常会觉得，他们对子女的好，是要
子女以懂事、听话作为回报，一旦
孩子叛逆，做出了违背父母原则的
事情，他们就会觉得被‘背叛’。但
其实这种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
所以在戏中，我们能看到有家长给
孩子道歉的情节，“我们对子女的
教育方式将会影响他们的一生，同
时也会在两代关系中形成一个良
性循环”。

时隔数年再度回归荧屏的陶
虹饰演宋倩，与沙溢饰演的离异夫
妻“火药味”十足，他们与女儿的关
系，在高考这个导火索面前不断爆
发矛盾。陶虹表示，“我们家就是
谁也无法说服谁，也因为是单亲家
庭，所以对孩子的爱有些过度。”身
为这个家庭“局外人”的沙溢说，

“乔卫东也处在一个很矛盾的位
置，他只能时不时找各种理由去看
孩子，给孩子买她喜欢的东西，这
也是一种情感的弥补吧。”

曾俊

《小欢喜》

黄磊：很多剧情都是身处当下有感而发

由爱奇艺出品，杜淳、刘奕君、
许龄月等出演的孤岛冒险剧《无主
之城》播出后，热度持续升温。前
日，该剧在北京举行播后见面会。
主演杜淳等现身，现场高度还原

“荒岛求生”的惊魂时刻。杜淳坦
言，这部剧终于让他回归自我，“原
来演的大部分角色都是装的，现在
终于是我了。从第一次看到剧本，
就觉得这个角色身上自由、放荡不
羁的特质和我自己很相似。”

《无主之城》讲述了一群身份、
经历各异的旅客误入孤岛后求生
的故事。罗燃（杜淳饰）总是在危

急时刻挺身而出；看似柔弱的博士
江雪（许龄月饰）却与孤城有着千
丝万缕的关系。谈起该剧拍摄经
历，杜淳坦言，为了角色需要，他一
度努力减肥瘦身，4 个月瘦了 16
斤，“对我来说，这部剧并不是什么
转型之作，而是真正回归自我。”

在荒岛上呈现“众生相”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这个戏一
共拍了将近100天，其中在岛上拍
了 60 天”，总导演赵天宇表示，需
要把所有电影资源海运到岛上，还
需要具备强大的制作筹备生产能
力。 林芳

《无主之城》 杜淳：终于回归自我了

纵观荧屏暑期档的上半场，
年轻演员占尽优势，李现、肖战、
王一博、易烊千玺、刘昊然等各领
风骚。而到了下半场，黄磊、海
清、杜淳等加入战局，他们的新剧
带话题、气质偏硬核，但要想形成
追剧的热潮并不容易。

暑期荧屏上半场，
年轻演员开了个好头

每年的暑期档，都是剧家必
争之时。今年的情况尤其不同，
以往的人气艺人赵丽颖、杨幂等
没有新剧亮相，留出的空档急需
新来者填补，李现、肖战、王一博、
易烊千玺、刘昊然、杨洋强势补
位，他们凭借讨喜的角色、受欢迎
的题材以及在及格线上的表演，
都收获了漂亮的口碑和收视。

还有更多的剧正在播出或即
将播出：

杨洋、江疏影主演的电竞题
材剧《全职高手》已经在腾讯视频
播出 12 集。观众对剧集总体呈
现表示满意，尤其关注杨洋的配
音：为何帅哥的声音突然变成了
大叔？即将于 8 月 6 日播出的

《烈火军校》同样聚焦青年人的梦
想和选择，讲述一群热血少年在
烈火军校共学习、同生死，坚守家
国大义的青春故事。该剧主演为
许凯和白鹿，延续了《延禧攻略》
的幕后制作班底。周冬雨和马思
纯出演的电影《七月与安生》获得
大量肯定，电视剧版也已经上线
了，由两位90后小花沈月和陈都
灵搭档。

近段时间，拥抱竞技体育的
青春剧越来越多，《奋斗吧，少年》
讲述网球名将李娜退役后的故
事。彭昱畅作为主演，展现出燃

和热血的一面，“演技在线，还原
度不错，比《网球王子》有瑕疵，但
还是喜欢”。

黄磊海清再合作
再次聚焦教育话题

暑期档下半场中，7 月 31 日
在东方卫视开播的现实主义话题
大剧《小欢喜》颇受关注，该剧由
黄磊、海清、陶虹、王砚辉、咏梅领
衔主演。作为《小别离》的姊妹
篇，《小欢喜》同样围绕时下“中国
式家庭教育”的焦点话题，讲述了
三个不同背景下的中国家庭，面
临高考时各自笑泪交加的成长故
事。

剧中，母亲宋倩背对女儿乔
英子兀自哭诉，却不知“为了你，
我放弃了多少我也想干成的事，
我对你说过吗”的谴责，令女儿
情绪土崩瓦解；父亲季胜利无视
儿子季杨杨的颜面，面对威严被
挑战，他气急之下，竟当众怒扇
儿子耳光；母亲童文洁则不顾儿
子方一凡的真正兴趣，在“咱们
不能参加这个艺考，咱就踏踏实
实、全心全意准备高考”的循循
善诱中，让儿子失望离开。

黄磊表示，《小别离》是父母
面对子女的成长和别离，《小欢
喜》更多探讨的是父母自己的长
大，“我们对儿女施与的影响和教
育，将会影响他的一生，影响这个
社会，也会影响我们自己生活的
这个环境。”“我们首先得是我们
自己，然后再是父母。”

“其实人生就是一场场小别
离和一段段小欢喜构成的，少了
哪个都不会完整”的金句直指人
心。值得一提的是，《小欢喜》中，
黄磊还担任了总编剧，会在故事

中融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
悟，他专门写了一段“童方CP”回
忆孩子成长点滴的戏份，“我认为
孩子把他更美好的一部分给了
你，其实你是更大的获得者”。

杜淳刘奕君双雄对决
开展“荒岛求生”

相比同档期的竞争者，《无主
之城》的悬疑、冒险元素明显主打
男性观众。它讲述了一个角色众
多、关系复杂的绝境逃生故事：一
群身份、经历、性格各异的旅客阴
差阳错误入孤岛，面对蝙蝠的袭
击、粮食的不足、神秘敌人的出
现，曾经拥有的身份、职业、权力
通通褪去了色彩，活下去成为唯
一目标。因此，每个求生瞬间都
考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虽然该
剧带有科幻性，却有强烈的现实
意义。

杜淳饰演的罗燃，为查明妻
子死亡因由，踏上了寻找真相的
旅途，在孤岛危机的关键时刻，他
不畏凶险挺身而出。

在追求减龄的热潮中，瘦身
之后的杜淳反其道而行，蓄发留
胡子，增添了沧桑感，形象变化让
观众感到讶异。在表演上，他面
容冷峻、眼神幽深、有一种不知疲
倦的狠劲，层次丰富。

刘奕君饰演的陈立儒雅斯
文，是“孤岛”上的“大哥”，却威胁
到了每个人物的命运，从最初的
自私贪婪逐步变得丧心病狂，演
绎中似乎毫不费力，有观众评价：

“绝对是个‘狼人’，不断抓住别人
的专业能力为己所用，简直太聪
明了，看完都开始讨厌他了”，他
和杜淳两个实力派的“双雄对决”
最好看。 曾俊

黄磊海清杜淳刘奕君领衔新剧

荧屏暑期下半场
《小欢喜》等能否延续热度？

梁家辉首次执导的电影《深夜食堂》将于 8 月 30 日
上映，片方曝光“食忆人生”版人物海报，此前片尾曲《都
是夜归人》MV中初露真容的食客们终于正式登场。

电影《深夜食堂》改编自安倍夜郎的日本同名漫画，
此次由梁家辉掌勺坐镇，吸引一众实力派光临。唐宋（魏
晨饰）与思思（张艺上饰）共享的蛋饼隐藏着无数个同甘
共苦的日子，看似“苦味”的明月（刘涛饰）为何会爱上吃
糖藕，形似“闲静”的开源（杨祐宁饰）缘何对豉椒炒蚬情
有独钟，个性独特的音乐人小雪（焦俊艳饰）却对一碗简
单的馄饨念念不忘，他们又会在怎样的情境下偶遇爱吃
包子的小美（郑欣宜饰）？食物之间的搭配暗示着不同角
色间的情感纠葛，而菜品苦辣咸甜的反差对比，让网友对
背后的牵连更加期待。 马泽望

《深夜食堂》曝人物海报

梁家辉掌勺宴请
“明星食客”

动画电影《全职高手之巅峰荣耀》将于 8 月 16 日在
全国上映，近日发布了一支同名主题曲MV——《巅峰荣
耀》。阿云嘎和郑云龙这对实力搭档用高亢激昂的嗓音
诠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电竞赛事，以其高燃音乐配上精
心制作的画面，为粉丝们带来双重享受。

歌曲一改两人过去音乐剧风格，用全新的激情热血
嗓音将观众们带入“高手”的赛场中，感受电竞的独特魅
力。这次邀请到阿云嘎、郑云龙演唱主题曲，是因为他们
跟《全职高手之巅峰荣耀》颇为有缘。两人对音乐剧的坚
持，如同影片中选手对电竞的坚持一样。在节目中，他们
每次都带给大家不同的感受以及更强的力量，两个人，在
合作的那一刻让我们看到了一起用心去表达一首歌的感
动，真正诠释了“1+1>2”的效果。这也和这次电影中嘉
世战队的每一位成员展现的精神一样，嘉世队员用他们
对彼此的信任，展现出了团队的力量，最终登顶，充分印
证了“荣耀不是一个人的游戏”。

这次电影中叶修的配音阿杰，也曾表示对阿云嘎的
欣赏。在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录制过程中，阿杰也来到录
音室探班阿云嘎。无论阿云嘎、郑云龙对音乐剧的坚持，
还是叶修等电竞职业选手对于荣耀巅峰的向往，正是这
种热爱，带给粉丝更多的惊喜和力量。 聂青

阿云嘎、郑云龙献唱
《全职高手之巅峰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