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2月9日 星期一
副刊评论部主办 编辑：孟健娱乐新闻A8

本社地址：和平中路413号报业传媒大厦 邮政编码213004 日报总编办公室86602107 监督举报电话88066053 投递质量监督电话86602046 本报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20401419950001 常州报业传媒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常州市新北区天合路111号 零售价 2.00元

保利剧院和央华戏剧 6 日在京联合发布 2020 年国
际展演季和创作剧目，其中包括曹禺女儿万方续写曹禺
名剧《雷雨》的《雷雨·后》，而这两部作品都将由法国导演
埃里克·拉卡斯卡德执导，并受邀参加 2021 年法国蒙彼
利埃演员之春国际戏剧节。

作为曹禺女儿，67 岁的作家万方近年来在戏剧舞台
异常活跃，其《有一种毒药》《冬之旅》《新原野》等戏剧作
品都受到业内好评。

万方说，《雷雨》几十年的演出一直把原来遥相呼应
的“序幕”和“尾声”删掉了——年老的周朴园在精神病院
探望蘩漪和侍萍两个疯女子，是发生在“那一夜”十几年后
的事，而正是“序幕”和“尾声”让她产生了续写《雷雨》的想
法：“既然有序幕和尾声，那为什么不能有‘雷雨后’呢？”

“无论是《雷雨》还是《雷雨·后》，戏剧构建都让我惊叹，
其中探讨了很多家庭内部关系和社会关系，我可以把它比
作一个家族的长卷画。”曾三次在法国阿维尼翁国际戏剧节
主场教皇宫剧场导演剧目的埃里克·拉卡斯卡德说。

据介绍，除《雷雨》和《雷雨·后》，保利·央华 2020 创
作剧目还包括《在一瞬间》（中国版）、《等待戈多》《留金·
夜上海》，而国际展演季剧目为来自法国蒙彼利埃演员之
春戏剧节的《贵人迷》《血婚》《危急关头》《等待戈多》《在
一瞬间》（法国版）5部作品。

法国蒙彼利埃演员之春戏剧节主席让·瓦雷拉说，戏
剧只有在不断地推陈出新中才能永葆活力，此次遴选的
五部作品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当代欧洲戏剧的创新力
量。 白瀛

曹禺女儿万方
续写《雷雨·后》

日前在京举行的研讨会上，电影《雷锋日》剧本获得
了肯定。专家认为，剧作在主旋律电影中另辟蹊径，展现
了新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现实、人性情感以及雷锋精神的
丰富内涵。

《雷锋日》出品人吴吾介绍，故事发生在 3 月 5 日学
雷锋纪念日，程序员于大伟突发脑出血晕倒在地铁站，地
铁站负责人和 13 个路人因未及时救治被告上法庭。庭
审中，随着当天监控视频流传到网上，社会舆论发生逆
转，人性的复杂和温暖显现，雷锋精神在当代获得了新诠
释⋯⋯

中宣部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主任苏小卫说，《雷锋
日》展现了雷锋精神的丰富内涵：在帮助他人时可能因为种
种原因没做到，但是下一次会尽力，助人为乐永远在路上。

“这就是主旋律电影的应有之意。”她说，“这个剧本
看完让人有一种高尚的情感升腾，有一种道德上的自我
反思和审视，身体力行去体现雷锋精神。”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说，《雷锋日》剧本构
架突破了同类题材的思维定式，通过人物行为动机刻画，
展现了新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现实和人性情感。

“这个剧本既有类型化的叙事，又有人性深度，这说
明主旋律电影有可能取得突破，以创新的手法与现在的
主流观众、主流市场形成共鸣，取得社会效益、市场效益
的统一。”他说。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主任黄丹说，《雷锋日》剧本以
自我道德审查的角度在主旋律电影中另辟蹊径，同时从
群像角度，塑造了鲜活的人物性格，具有较高的完成度。

电影《建党伟业》编剧之一董哲建议，剧本中的人性
拷问可以统领法律、道德和网络舆情作为影片呈现的主
轴，体现主要人物在剧情进展中的进步和升华。“这符合
中西方大多数电影的人物塑造规律，能够让影片更有层
次感。” 白瀛

电影《雷锋日》另辟蹊径
丰富新时代雷锋精神内涵

《星际探索》上映 3 天，票房不
到 2000 万元。这部有着布拉德·
皮特、汤米·李·琼斯、唐纳德·萨瑟
兰、鲁丝·内伽和丽芙·泰勒这样阵
容的太空历险题材电影，再加上该
片今年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主竞
赛单元，且 Metacritic 网站上多家
外媒给出的综评有 80 分，足以支
撑该片征战好莱坞颁奖季。

但这部电影遭遇票房滑铁卢，
也不能怪观众。记者观看了该片，
认为最大的原因就是观众期待和
影片定位之间的“错位”，造成了如
今的票房状况：观众以为能看到

《地心引力》《火星救援》，但看到的
却是类似《银翼杀手 2049》风格

的。不是说《地心引力》《火星救
援》是爆米花电影，但确实是能让
观众保持心情紧张状态看完的电
影。而《星际探索》则不属于这类
型，皮特扮演的宇航员罗伊安安静
静地上演这太空寻父故事，这场冒
险历程静谧而壮美，罗伊反省自
己、反省人类、思考亲情，只要观众
愿意静心聆听，能感受皮特在用不
显山露水的演技与大家交心。

大片元素不缺，观众
观感两极化

《星际探索》故事发生在不远
的将来，人类到太空拓展的能力又

强了不少，科学家发现某种能量反
应在威胁着太阳系，天才航天工程
师罗伊被派往外太空，寻找和解决
问题。走之前他被告知，20年前被
派到太空寻找外星智慧生物并自此
失联的父亲，应该还活着。罗伊在
这场横跨地球、月球、火星、海王星
的冒险中，寻找问题的真相，也在太
空中，回望地球上的生活，不仅是自
己的人生，也反思人类的行为。

其实，这部电影并不缺冒险大
片元素，譬如罗伊一到月球就与
月球“强盗”飙车枪战，在太空中
援救失事飞船时，遭遇凶猛灵长
类动物袭击等，这些动作戏都拍
得惊心动魄，但导演没用激昂配

乐，也是用安静缓慢的镜头来展
现。这种让观众静静看一切残忍
事情发生的拍摄手法，观众可能
要花时间接受。

另外，片中诸如月球、火星、海
王星等太空场景，每个场面效果
都 非 常 好 ，但 依 然 是 静 谧 基 调
的 。 有 观 众 能 感 受 到 这 种 类 似

“冥想”风格的拍摄手法与众不同
之处，有的则看到昏昏欲睡，所以
观众对《星际探索》观感的两极分
化，也是正常的。

皮特在太空思考人生

观众评价演员表现，比较容易

透过“爆发力”来评判。但扮演罗
伊的皮特完全不走“爆发力”风格，
而采用与电影氛围一致的手法，反
倒静水深流的感觉。

片中罗伊在太空中思考自己
不成功的婚姻，回望自己人生的缺
失和成就。在月球遭遇强盗时，他
边反击边思考“人类即使到了月
球，也是互相争夺资源”。重新面
对失联多年的父亲时，听到父亲诚
实又冷酷的心声，他安安静静地接
受，链接起自己与父亲古怪但深厚
的父子情。目前该片的豆瓣评分
是 7.0，对于这样文艺的太空题材
电影来说，也算不差了。

马泽望

《星际探索》在静谧中上演“太空寻父”的故事，观众观感两极化

这次，皮特是来“交心”的

豆瓣评分 8.3，猫眼口碑 8.8，由莱恩·约
翰逊编剧执导的《利刃出鞘》是近期毫无疑
问的口碑好片。但截至 12 月 7 日 12 时，该
片上映 9 天票房仅 1.46 亿元，不但远远比不
上豆瓣评分 7.3 的迪士尼动画片《冰雪奇缘
2》，甚至还不及同天公映、豆瓣评分仅6.2分
的葛优和赵薇新片《两只老虎》。

《利刃出鞘》今年 9 月亮相多伦多电影
节 ，当 时 便 有“ 年 度 佳 片 ”的 名 声 传 出 ，

“007”丹尼尔·克雷格和“美国队长”克里
斯·埃文斯的加盟更是如虎添翼。但为何中
国观众就是不买账？

阿加莎资深粉丝的致敬
《利刃出鞘》是一个破案推理片：富豪小

说家哈兰·斯隆比在过完 85 岁生日的第二
天早上，被发现死在自家庄园，留下亿万遗
产；大侦探布兰科受神秘人邀请，来庄园调
查真相，在跟斯隆比家族对谈后，他发现每
个人都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而通过老爷子
遗嘱得到所有财产的女佣玛塔，则成了整个
风暴的中心⋯⋯影片 9 月在多伦多电影节
首映时，收获了烂番茄100%的好成绩，被称
为今年下半年继《寄生虫》《小丑》之后又一
部口碑爆棚的类型片。

很多人看完《利刃出鞘》，觉得有“推理小
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的影子。事实
上，该片导演莱恩·约翰逊正是阿加莎的资深
粉丝，而故事也确实承袭了阿加莎所开创的

“乡村别墅谋杀”模式。有观众点评道：“全片
最阿加莎的部分不是推理和反转叠反转，而
是好人受到考验最终得胜，以及自始至终的
善良的心。”不断反转的烧脑情节也让观众看
得过瘾：“结构玩得转，节奏上佳，台词笑点不
断，连续反转让剧情不断攀升。”

本格推理进行得不彻底
虽然致敬阿加莎，但莱恩·约翰逊毕竟

不是阿加莎本人，他的剧本和执导首先表达
的还是个人风格：相对于阿加莎的纯本格推
理，莱恩·约翰逊的《利刃出鞘》更像是“本格
推理的外表+社会派推理的内核”。本格推
理的最大特点是“逻辑至上”，这一点在阿加
莎的大侦探波洛系列和马普尔小姐系列中
都表现得十分充分：探案者注重观察所有人
在言语和行为中表现出来的矛盾和错漏，凭
此推理出案件真相。但在《利刃出鞘》中，结
合了波洛和马普尔两人特征的侦探布兰科，
在对庄园成员的盘问中，更注重每个人的社
会背景和作案动机——这无疑是社会派推
理的特征。

豆瓣网友“撒库拉”便对《利刃出鞘》中
本格推理的弱势表现表达了失望之情：“它
仍然是一个古典推理的结构，还留下了最脆
弱的bug。作为编剧，不能忍受故事建立在
一个随时可以崩塌的基石上。”

美式隐喻产生观影隔阂
《利刃出鞘》在北美公映的日期比中国

内地早两天，正赶上感恩节假期。影片在感
恩节当日拿下 850 万美元，两天累计票房
1420 万美元，总体档期收获在 4000 万至
4400 万美元之间，远高于此前业内预估的
2000万至2500万美元。

这当然不是因为美国观众对推理突然
萌发热情，而是因为影片本身所蕴含的政治
隐喻让他们产生了超越剧情的兴趣。在很
多人看来，哈兰·斯隆比就好比当代美国，而

“美队”扮演的孙子等后代们则代表着美国
社会中所谓的精英阶层。剧情揭开了这群
精英伪善外表下自私肮脏的内心，而老爷子
选择将遗产交给身为外来移民的小保姆。
影片最后，小保姆站在二楼阳台，俯视着被
赶出庄园的原家族成员们，此情此景可谓是

对当代美国社会格局的一种讽刺。
这种讽刺意味，大多数中国观众显然是

体察不到的。对他们而言，这就是一部英式
庄园探案片而已，题材本身便有文化隔阂，
附加的政治隐喻更是无从谈起。而他们对
购票看片的兴致缺乏，也说明了在中国有流
量的始终也只是《复仇者联盟》《007》等 IP
大片本身，而不是片中角色的扮演者。

李丽

近期影市口碑最佳却不叫座

为何为何““007007””联手联手““美队美队””
也带不热也带不热《《利刃出鞘利刃出鞘》？》？

丹尼尔

·克雷格饰演侦探布兰科

斯隆比家族

由东方卫视打造的国内首档代际潮音竞演综艺《中
国梦之声·我们的歌》将于今晚 21:00 播出第 6 期。本
期，B 组的终极排位赛正式拉开帷幕。四组歌手两两对
决，演唱曲目由对方指定。为角逐前排名次，那英、肖战
挑战新派爵士乐；黄凯芹、李紫婷泰文重唱草蜢经典；周
华健、蒋一侨吉他弹唱The Beatles经典老歌；蔡健雅和
阿云嘎再现百老汇音乐剧。

从盲选配对就充分展露默契的那英和肖战，组成“那
战队”后一路高歌，无论是对《跟着感觉走》《爱上你等于
爱上寂寞》等老歌的深情演绎，还是突破自我的唱跳
high 歌《绿光》，都完美体现了“唱出青春样”。这一次，
他们再度尝试全新曲风，以波沙诺瓦唱法为《军港之夜》
带来全新特色。20世纪50年代诞生的爵士遇上80年代
军旅金曲，会爆发出怎样的音乐火花，令人期待。

而在初始排位赛中开口惊艳的“小雅嘎嘎”，用一首
美声和通俗混搭的《停格》震撼全场后，此次再提升竞演
难度。演唱对手那英和肖战为他们选择的百老汇经典音
乐剧《雨中曲》。为呈现最惊艳的表演，不仅阿云嘎全程
唱跳，就连一向走深情路线的蔡健雅都展露音乐剧表演
潜力，与阿云嘎“牵手”、撑伞，竞演舞台秒变音乐剧现
场。 蔡慕嘉

那英肖战改编
《军港之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