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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常州大剧院一年一度的
新春演出季即将到来。记者昨天获
悉，本次新春演出季贯穿圣诞、元旦、
春节、元宵节，历时两个半月，共为观

众安排了 23 部作品，涵盖音乐会、话
剧、舞剧、歌舞剧、亲子剧、相声、昆剧、
魔术等多种形式，让观众全方位体验
艺术魅力。 （吴蕾 周茜）

24场精彩演出，邀您恭贺新春
类别

音乐会

话剧&舞台

剧

舞剧&歌舞

剧

亲子演出

相声

昆剧

演出时间
2019年12月3日
2019年12月4日
2019年12月29日
2020年1月1日
2020年1月2日
2020年1月9日
2020年1月21日
2020年2月4日
2020年2月15日
2019年12月6日
2019年12月13-14日
2020年2月14日
2019年12月15日
2020年1月5日
2020年1月12日
2020年1月22日
2020年2月9日
2019年12月8日
2019年12月18日
2020年1月29日
2020年2月1日
2020年2月5日
2020年1月11日

演出名称
意大利纳维利爱乐乐团歌剧音乐会

【市民音乐会】莱纳·霍内克——维也纳爱乐乐团第一首席独奏家音乐会
维也纳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乐团新年音乐会

百年伟大——纪念柴可夫斯基诞辰180周年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交响乐团新年音乐会
亚美尼亚国家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
新柏林交响乐团2020新年音乐会

【市民音乐会】曦轮先生2019经典音乐会
【市民音乐会】“遇见·摇滚”——费尔曼的中国行

“假如爱有天意”致永恒的爱——经典唯美爱情主题音乐会
3D科幻舞台剧《三体Ⅱ黑暗森林》

原创舞台剧《小红和小明》
林兆华导演、中国民俗喜剧版莎士比亚戏剧《仲夏夜之梦》

舞剧《弗拉门戈的浴火重生》
印度歌舞剧《宝莱坞之旅》

俄罗斯芭蕾舞剧院全新多媒体芭蕾《天鹅湖》
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大型文艺巡演
俄罗斯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剧院芭蕾舞剧《胡桃夹子》

舞台魔术秀《魔天轮·起源》
原创儿童舞台剧《冰雪奇缘》

大型远古恐龙写实儿童剧《重返侏罗纪》
嘻哈包袱铺·金霏陈曦相声专场

德云社相声专场
现代昆剧《风雪夜归人》

新春演出季演出一览

不久前的中国网络视听论坛上发
布了一则调查分析，数据显示，超七成
年轻人在视频平台追剧时会开启“倍
速”功能、“只看他/她”功能，甚至认为

“看完预告等于追完一集”。怎么省时
怎么看的追剧模式，直指当下国产剧注
水的通病。

就在“倍速追剧”成为惯常之时，有
部新剧一上线便有突围可能。以周播
方式的《鹤唳华亭》目前上线两周更新
了八集。各类评论中，有条大白话获得
网友高赞——“倒杯水的工夫，就看不
懂了”。剧情跌宕、几经反转，就开局而
言，强情节的剧本不仅赢回了观众对周

播方式的耐性，还让人重归原速观看。

“下一秒反转”与类型化
结合，为长剧留出“气口”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周逵这样解
读观众愿意“慢品”的原因：“故事扣人
心弦，没有在‘套路’中行走；台词和服
化道都因为中国风的加持，而显得凝
练、精致。”《鹤唳华亭》从同名网文改编
而来，由杨文军导演，原作者雪满梁园
编剧，罗晋、李一桐、黄志忠、张志坚、王
劲松等主演。它围绕男主人公萧定权
的成长，讲述了一个主张清明理想的故
事。前八集在优酷上线后，“高能反转”
是弹幕上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有网友
统计，仅三集就有大大小小十处伏笔，
皆是后续剧情反转的动力。

以郝蕾饰演的张尚服为例，从她
撞破秘密，危机将近，到典礼上出意
外，直至末了改口供，她的每一次登场
都不按套路出牌。而且，小到她手里
的一支断簪，抑或看似不经意叙旧的
台词“那会儿您和这桌子差不多高”，
都在后续剧情里有用武之地。能令观
众慢品，剧情步步生莲，剪掉“边角料”
是一大原因。

与此同时，为了适配周播的节奏，
编剧叠加了单元剧、悬疑剧等多重元
素，用拍摄类型片的方式来消解长篇剧
集的冗长感。前八集基本能分为两个
单元，第一单元围绕萧定权的及冠礼展
开，顺势交代了萧定权父子三人的亲疏
关系、故事的基本戏剧矛盾；第二单元
剖解科考舞弊案件，剧中的角色关系网
渐渐张开，萧定权师徒、萧定棠翁婿两
相对峙外，另有贡生许昌平的真实身份
昭然若揭，为传递第三单元更为细密的
信息量打下铺垫。将长剧切割，化繁为
简，如是手法与不少韩剧、美剧类似，在
专家看来，“就像气口或者句读，为周播
剧找到了合适的节奏”。

接二连三的“下一秒反转”，在悬疑
剧中其实很常见。导演杨文军表示，故
事并不仅仅追求紧张气氛、明快的节
奏，最终要落到人物的弧光。“渐渐地，

观众会发现，萧定权的还击代表了善良
的胜利，是正义、光明、智慧的胜利。”

这番主创谈能从第七集卢尚书对
萧定权的教导中窥见一二。剧中，王劲
松饰演萧定权的恩师卢尚书，在勘破徒
弟使用诈伪之术后，他痛陈赤子之心的
可贵，“君子行路，不但要提防小人对自
己的伤害，更要提防的是，在同小人对
抗时，自己对自己的伤害”。一番话，提
点男主角“道与术孰轻孰重”的同时，也
透露剧集的价值维度。

台词向文学取经，场景向
国风靠拢，“老派”反而赢了观
众心

《鹤唳华亭》的原著小说曾拥有颇
高人气，它被网友称为“文学性”最强的
网文之一。而且与一些网文喜爱堆砌
辞藻却不知所云不同，该小说里的用词
用典，都尽可能有据可查。

影视化后，剧本没有“去文学性”，
颇为“大胆”地保留文雅又精练的文白
台词。情理之内意料之外，近年来习惯
古人张嘴就说时髦话的观众，反而喜欢
新剧里的“老派”做法。比如第三集的
一幕就被不少人讨论点赞。剧中，萧定
权向卢尚书请教书法，后者顾左右而言

他，讲起了三道家乡菜：菰菜、纯羹、鲈
脍。萧定权顿时了悟，恩师已起告老还
乡之意。这则典故出自西晋文学家张
季鹰的“莼鲈之思”。被普及了典故后，
第八集再次出现同一意象，弹幕上一片

“长知识了”。
如果说台词的含蓄之美，是这部历

史传奇剧经得起慢品推敲的又一重理
由，那么借用服化道等一应细节来向国
风靠拢，亦是这部剧面向历史的打开方
式。剧中的创作以宋代风貌为参照，观
众能从一帧帧画面里的建筑风格、人物
着 装 等 捕 捉 到 真 切 而 丰 满 的“ 历 史
感”。周逵说，顺着剧情，该剧贯穿的中
国风可谓“移步易景”，包括建筑之美、
服饰之美、器物之美、辞赋之美、规制之
美等都有涉及。审视一部剧的细节，小
到服化道水平、礼仪适配度，已成为当
下观众评判剧集的一道感性原则。以
风雅的“表”开路，《鹤唳华亭》无疑赢下
了第一手。

一部新剧刚开篇，整体评价为时尚
早。往后的篇幅中，反转太多是否反而
成为剧集自身的“套路”，男女主人公的
爱情线如何做到不喧宾夺主，男主角的
演技能否在“哭戏”之外有更大的突破
等，都是会左右剧集评分的关键项。

王彦

或能拯救“倍速观剧”

《鹤唳华亭》开篇让人愿意慢品

荒诞喜剧电影《平原上的夏洛
克》出自新人导演之手，却有吴京、
姚晨、郭帆、文牧野等人力捧。近
日还收获刘德华视频祝福，导演徐
磊就透露因为钱不够才让自己爸
爸出演男一号，就连妈妈也参演电
影。但他认为包括父母在内的非
职业演员反倒对电影有帮助，“这
是他们可以理解的故事，也是长在
他们生命里的东西。”

电影《平原上的夏洛克》讲述
了一个荒诞幽默的故事，超英翻盖
新房，占义、树河前来帮忙，没想到
树河却因意外车祸入院，司机肇事
逃逸，超英和占义化身“ 平原侦
探”，踏上了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
荒诞追凶之旅。

影片由新人导演徐磊执导，此
前在第 13 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获
得“最佳电影文本”奖项肯定。昨
天首映礼上，徐磊感叹这部独立制
片作品能够登上院线，监制饶晓志
功不可没。在上海拍戏的饶晓志
就透过视频讲述自己跟影片渊源，
称年初在北京电影节创投会看到

《平原上的夏洛克》后很是喜爱，愿
意用微薄力量帮助徐磊，令人惊喜
的是，正在拍摄饶晓志新片《人潮

汹涌》的刘德华也特地出镜，喊话
影迷多支持这部“全素人出演”的
电影。

事实上，素人演员质朴纯真的
表演也是影片在各地路演时备受
观众好评的看点之一。昨日三位

“侦探大爷”徐超英、张占义、宿树
合也在现场分享了参演感受。三
人都说从未有过表演经验，拍戏之
前很忐忑。至于哪场戏拍着最难，
张占义笑说有场“吃驴头”的戏怎
么都拍不好，结果被宿树合“ 吐
槽”：“你那是故意演不好，驴头那
么贵，演得不好再来一遍再吃一
回。”

而徐超英则说在医院给树合
点烟这么一场戏看着简单居然拍
了快两个晚上，感叹拍戏真的不容
易，“其实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也很
喜欢农村，徐磊说要拍反映农村乡
土人情的电影，我很支持。但让我

演男一号，真的很担心，没办法只
能支持他。”

说到安排父亲徐超英担任主
角，徐磊笑着回答：“找他演男一号

不花钱。”其实筹备阶段因为资金
短缺，徐磊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演
员，在妈妈的建议下才决定让爸爸
来演，后来也给妈妈安排了一个角

色。他直言当初酝酿这个故事，就
是回家观察家乡人的生活而产生
的，“有时候觉得他们生活得很累，
但这种互帮互助的过程中即消磨
了生命也充实了生命，随着乡村城
市化的推进，我想把这种乡土情感
给记录下来。”

徐磊还说《平原上的夏洛克》
原名叫《尘土飞扬》，考虑到有点抽
象才改成现在这个带点调侃意味
的名字，也更符合影片荒诞喜剧的
气质，“我并不想用苦大仇深的语
气来讲悲剧色彩的故事。”他还说
包括爸爸在内的素人演员给影片
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在现
场是没有剧本的，就是说一下情
境，但他们能理解农村发生的这些
事，并不是我设计的逻辑，这就是
长在他们生命里的东西。”

电影《平原上的夏洛克》将于
11月29日全国公映。陈慧

《平原上的夏洛克》本周五全国公映

刘德华喊话支持“全素人出演”电影

第十四届华语青年电影周已在武汉开幕，26 日下
午，本届电影周首场“影人论坛”活动在光谷 K11 艺术村
举行，论坛嘉宾影评人赛人和导演万玛才旦，以《文学与
影像的两种书写》为题，展开对谈。两位论坛嘉宾认为，
青年电影人如果要改编文学作品，并不需要刻意同时讨
好普通观众和原著“粉丝”，一个好故事和讲好一个故事
同样重要。

文学改编电影不必讨好双方受众
2005年，万玛才旦凭借电影《静静的嘛呢石》荣获第

25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2018 年，由
王家卫监制，万玛才旦编剧并执导的电影《撞死了一只
羊》，更是获得第 75 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剧
本奖的肯定。

作为一名作家出身的导演，万玛才旦的不少作品都
改编自文学作品。26日的活动现场，有青年电影创作者
询问如何去平衡电影作品和被改编文学原著的关系时，
万玛才旦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首先是一个判断，你做这
个判断的基础是首先看它适不适合改编。”

万玛才旦认为，电影有电影的表达特点，文学有文学
的表达特点，“我不会太纠结这个问题，纠结这两点的人，
可能对这两种表达特点不太了解。最好的方式是一个作
家售出了自己的小说版权之后就完全放手，让编剧、导演
去改编和拍摄。”

影评人赛人则认为，文学改编成电影不应该定一个
判断的标准。“文学小说改编成电影，原著粉丝可能不太
满意，那么非原创剧本拍成电影，人人都满意吗？不可能
的。被人人都喜欢的人是很无趣的，做一个有趣的人是
最重要的，比讨人人都喜欢有趣得多。”

每个导演感兴趣的点不一样
谈到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影，万玛才旦拿出张艺谋

来举例子。“比如《归来》，大概是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一
个电影想要完整改编过来不可能，必须从中截取你感兴
趣的部分作改编，张艺谋改编的就是最后几章，就是归来
的部分。”

他表示，其实每个导演感兴趣的点不一样，“一个史
诗性的东西要改成电影可能很难，所以只能选某一个点
或者某一组人物，或者某几个情节点做适合电影的改
编”。

万玛才旦建议，如果创作者真的对文字感兴趣，情有
独钟的话，可以在文字中找到感觉，“从小说到电影有很
多取舍，有很多改编，可能改编之后完全不一样了，就看
你怎么取舍了”。

在万玛才旦看来，“电影有很多类型，它不一定是专
门讲故事的，但是如果是一个讲故事的电影，故事是很重
要的，所以很多导演在抢好的题材，抢改编版权，当下很
多民间故事或者新闻报道都成为了热门改编话题，这和
故事本身有关联”。

而一个好故事和讲好一个故事，在导演看来是同样
重要的。“同一个故事，给不同的作家、不同的导演，最终
呈现的效果可能完全不一样，就看你怎么面对一个故事，
怎么选择一个好的方法去讲述。我觉得两者都非常重
要。” 邱晨

万玛才旦：一个好故事和讲好一个故事同样重要

讨好观众还是
讨好原著“粉丝”

这两年国内很流行翻拍国外的经典影片，尤其是韩
国和日本的影片，比如正在公映的《你是凶手》和不久前
的《小小的愿望》。

翻拍片的想法很好理解，因为这些影片已经经过了
市场的检验，票房和口碑都取得过不错的成绩，特别是韩
国和日本，都是亚洲国家，跟我们的文化也比较接近，翻
拍起来自然更加顺理成章。

比如《你是凶手》就翻拍自 2013 年的韩国电影《抓住
那个家伙》，由王千源、宋佳和冯远征三位实力派的演员
主演，如果没有看片，一定会让观众充满了期待。不久前
公映的《小小的愿望》翻拍自 2016 年韩国电影《伟大的愿
望》，由田羽生导演执导，采用了王大陆、魏大勋、彭昱畅
的组合，乍一看也是让人眼前一亮。

不过从现在的结果来看，两部影片都没有取得预期
的效果。《你是凶手》国内的票房预计会在 5000 万上下，
目前评分才6.0分；而《小小的愿望》的评分才5.1分，这是
一个很低的分数了，2.7亿元的票房也是不温不火。

两部影片都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前者的故事
移植到中国后，总有点看起来很假的感觉，尤其是宋佳饰
演的复仇母亲白兰，当影片的谜底揭开时，由于缺少前面
的铺垫，显得非常突兀。有观众反映，影片的几条线索的
铺陈也比较凌乱，没有原作《抓住那个家伙》的有条不紊；
而《小小的愿望》虽然很大程度上复刻了原版故事，但在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改动了，那就是片中的“愿望”，影片用

“谈一场恋爱”来取代原版影片中的“伟大愿望”，这种改
动的后果导致整部影片都失去了说服力，变得逻辑不通，
成了一个致命的缺陷。

类似的还有黄磊和梁家辉各自执导拍了一版《深夜
食堂》，改编自 2002 年的日本同名电影，两部影片同样在
口碑和票房上“折戟”。观众普遍反映，国内缺少日本“深
夜食堂”的文化基础，硬搬过来，显得生硬，也让人温暖不
起来。

这几部影片的水土不服，除了制作上的原因，很大原
因是影片忽视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和电影传统。
比如《你是凶手》这样反映女性复仇的影片，以往的国内
电影很少见到过，片中白兰是一个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人，
这样的人物形象，国内观众接受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但
在韩国，“复仇”的主题司空见惯，观众接受起来就容易多
了。而《小小的愿望》忽视了原版中“愿望”过于开放导致
的越界，不得不将“愿望”改动以适应国情。

相比之下，《找到你》《西虹市首富》《“大”人物》这几
部同样翻拍的影片效果都不错。《找到你》翻拍自韩国电
影《消失的女人》，片中涉及的“家里保姆抱走女主人孩
子”的题材更加有普遍性，女主人和保姆两个不同阶层女
性之间的困境和冲突也能在现在的国内找到共鸣，观众
接受起来难度不大；而《西虹市首富》的改编更加值得称
道，影片进行了大量的本土化改编，影片中的笑点全部来
自于我们身边的故事，取得高票房也就不足为奇。

翻拍片属于比较讨巧的做法，主要是借助原来影片
的人气、口碑和故事基础，有借力打力的意思。但从结果
来看，这类影片要成功依然是有门槛的，同样需要创作者
投入很大的精力来改编，还需要考虑到本国文化的传
统。翻拍片再好，也很难超越原作，尤其需要避免“水土
不服”的现象发生，这一点尤其值得创作者谨慎。

王金跃

谨防翻拍片的水土不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