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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24 日晚在“云端”与全
球 10 个国家的 10 家演艺机构代表进行视频签约，共有
11 个国际艺术项目将加入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日
程。

据悉，首批签约的国际项目包括：蒂勒曼指挥的德国
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音乐会、新日本爱乐交响乐团音
乐会、美国芭蕾舞剧院《罗密欧与朱丽叶》、蒙特卡洛芭蕾
舞团《驯悍记》等。

第 22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还将举办立陶宛文化
周，展示波罗的海地区音乐舞蹈艺术的独特魅力。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表示，同时与来自摩纳哥、
德国、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葡萄牙、瑞士、塞尔维亚及
立陶宛等国的演艺机构完成线上“云签约”并不容易。这
些签约项目涉及三大洲，横跨十多个时区，并且各国都受
到疫情影响。

此前，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向全球诸多知名艺术机
构发出合作备忘录，获得了“全面响应”。不少国际演艺
机构负责人表示，达成“云”签约，既是为了推进中国上海
国际艺术节排除疫情影响如期举行，也是以实际行动向
世界传递用艺术力量战胜疫情的坚定信心。

创建于 1999 年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是中国规模
最大的演出季，每年秋季在上海举办。

新华社记者孙丽萍

上海国际艺术节“云签约”
全球10国艺术项目

电视剧《安家》刚播完大结局就传出消息，《安家 2》
确定开拍，原班人马回归。

近日，郭涛拍摄短视频透露《安家》将有第二部，而下
一部是创业故事，房似锦和徐姑姑已经辞职创业，阚先生
变成了他们的合伙人。阚文涛和冯玉华的爱情故事何去
何从也是一个谜团。所以郭涛会从《安家 1》中的配角转
成《安家2》中的主演。

据悉，《安家》大结局很圆满，但却留下了三个悬念，
其实是在为第二部做铺垫。徐姑姑带着准妻子房似锦创
业了，顺利开业没有问题，随后的故事还长着。徐姑姑直
接打乱了翟云霄的战略部署，也没有给翟云霄一丝丝面
子。按照翟云霄的性格一定会反击的，他会想办法给徐
姑姑制造障碍和困难的，这才是《安家》第二部的看点。

网易

《安家2》确定开拍
原班人马回归

《刘老根3》在吵吵闹闹中接近
尾声,让人越看心里越凉,剧中的
龙泉山庄从董事长、小剧团演员到
山庄服务员,内部各种矛盾、争权
夺利,管理混乱,真正为其长远发
展而奋斗的人几乎没有,难怪刘老
根又疯了。如果接下来第四部的
剧情故事还这样信马由缰,缺乏目
标规划和格局,《刘老根》想做成真
正的长寿剧,难!

重启喜剧IP
欲打造长寿剧

《刘老根 3》最让人失望的是,
第一、二部打下的好基础正在逐渐
消失。尤其在《刘老根 2》中,有与
凤舞山庄的“商战”,有与贪官坏人
的斗争,刘老根经历了经营龙泉山
庄失利,被骗倾家荡产精神失常,
病好后合并凤舞山庄成立了龙凤
集团,聘请新的总经理,打算带领
众乡亲与时俱进、再创辉煌⋯⋯十
六七年过去了,《刘老根 3》里的龙
泉山庄已经股份制了,但似乎并没
有多大变化,仍是一个管理混乱的
家族企业。

按说,经过刘老根一代的艰

苦 创 业、辛 苦 打 拼, 第 二 部 中 的
龙泉山庄请来了职业经理人,已
处 于 家 族 企 业 向 现 代 企 业 转 变
的 过 程 中 。 接 下 来 第 三 部 顺 理
成章该讲讲二代们怎样接班,退
居二线的刘老根如何发挥余热,
扶持帮助他们把山庄经营好,或
者 开 辟 新 的 生 活 ⋯⋯ 这 样 不 仅
能接续剧情,更能完成赵本山让
徒 弟 和 学 生 在 续 集 中 担 当 大 任
的想法。

前两部《刘老根》主要讲述的
是刘老根的创业史,也是开办山庄
脱贫致富以及众多小人物的成长
史。尽管剧中关于振兴东北、反腐
倡廉的篇幅不多,商战戏码也有点
简单,但创意和起点比较高。《刘老
根3》却显得散乱、琐碎、套路,没有
真正的规划和设计,信马由缰,眼
界和格局都变小了。

赵本山是东北出来的文化领
军人物,与何庆魁等编剧都深耕东
北,且从未离开过那片深爱的黑土
地。这些年来,他拍摄了《男妇女
主任》《乡村爱情》《刘老根》《关东
大先生》等以东北方言、小人物见
长的轻喜剧作品,尤其是《乡村爱
情》,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品牌长寿

剧。《刘老根2》播出已十六七年了,
此番重启《刘老根》这个喜剧 IP,赵
本山的意图显而易见,那就是带领
自己的徒弟和本山学院的学生进
一步开发《刘老根》的商业价值,将
其打造成另一个长寿文化品牌。

剧中人传承失职继承
失责

说到国产长寿剧,《乡村爱情》
《外地媳妇本地郎》再算上已经完
结的《家有儿女》和《爱情公寓》,数
量并不多,而且国产长寿剧多是生
活剧,以人物个性鲜明、有地域色
彩、贴近百姓生活、幽默风趣、乐观
向上见长。不像美剧,数量多且题
材丰富,随便就可以列出个很长的
名单:《老友记》《绯闻女孩》《实习
医生格蕾》《生活大爆炸》《权利的
游 戏》《法 律 与 秩 序》《犯 罪 心
理》⋯⋯这些剧,动辄十几季,有的
甚至超过了20季。

从目前积累到 82 集的体量来
看,《刘老根》已经是国产剧的长篇
巨制了,但因中间断了十六七年,
并不是每年一季或一部,影响力并
不稳定,似乎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

长寿剧。按说刘老根退居二线,儿
子大奎成了山庄董事长,《刘老根
3》从时间到剧情上都属于典型的
续集操作,赵本山想推年轻人完成
代际传承的想法也没有错,但他在
剧中把更多的戏份给了徒弟和学
生们,药丸子、大奎、大胖儿、二柱
子、山杏、周二牤、韩世信、刘珊珊、
张可心、秤杆子等人轮番上阵,就
连小保姆的戏份都不少,人物多且
用力有点平均。

总之,《刘老根3》主线不明晰,
支线又太多,龙泉山庄管理混乱,
为一点事情都能吵上半天,赵本山
顶着个主角的光环陪一帮不争气
的年轻人玩了 40 多集。以至于不
少网友吐槽,《刘老根3》应该叫《刘
老根家人和亲戚们的烂事儿》或

《龙泉山庄破产记》更合适。
一方面,剧中的刘老根并没有

担负起“传承”的职责,选好龙泉山
庄管理者,履行好监督之责,对年
轻人扶上马送一程。另一方面,剧
中的年轻一代,既没有从责任、意
识和努力程度上继承老一代的精
神内核,也没有结合时代特点和潮
流做新一代山庄创业者的实际行
动。刘老根的失职,山庄管理者的

失责,大大削弱了《刘老根 3》应有
的幽默乐观、积极向上的能量。整
部剧除了刘老根和药匣子老友重
逢的惊喜、刘老根再玩疯了的“旧
梗”演技依旧炸裂外,大家印象最
深的恐怕就是山庄一票人勾心斗
角、吵来打去。

任何一部剧要想做大做强成
为真正的长寿剧,肯定要做好规划
和相应的目标,在内容和故事上进
行新的探索和挖掘。比如,主线突
出、主线和副线交织共进、让人物
充满特色和能量、让故事更有活力
等等,尤其是立意和格局要稍微大
一些。总之,只有让电视剧的商业
和文化价值得到充分的挖掘和释
放,自身充满独特“标识”和魅力,
才能吸引大批粉丝和观众。

“脚踏黑土地/头顶一片天/一
撇一捺念个人哪/活在天地间。人
间有正道哇/岁月有更迁/不图英
名流千古/只求无愧过百年。”这是

《刘老根》的主题曲,充满昂扬的正
能量,若真能以此为参照,努力创
作反映时代、反映普通人生活的活
生生的作品,《刘老根》长寿剧的目
标当能实现!

张宇

《刘老根》离长寿剧还有多远

近日,黄晓明、尹正主演的民国情感戏《鬓边不是海
棠红》开播,讲述一代京剧名伶商细蕊与爱国商人程凤台
因戏结缘相识相知的故事。梨园百态遭遇乱世风云,“戏
痴”入戏纠葛爱恨情仇,这种大框架的故事前有不少佳
作,如《霸王别姬》《进京城》《梅兰芳》等。如何在这个观
众熟悉的框架内写出有新鲜感的、荡气回肠的故事,是观
众期待的,但从目前播出的十几集来看,显然《鬓边不是
海棠红》剧情并不是非常吸引人,主线故事不够清晰,而
戏班内外的各种矛盾冲突也是小打小闹居多。

该剧开篇第一集都在铺陈和塑造商细蕊这个角色,
比较鲜活、丰满地立起了这个“戏痴”身上的一些特点,但
又给观众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水云楼班主商细蕊是声
名鹊起的梨园新魁,正儿八经的京剧世家出身,功力好有
传授,票房高,但唱戏不喜欢默守成规,善于自我改良和创
新,唱戏有自己的坚持,观众只剩一个人,他也要把戏唱好
唱完。作为“戏痴”,商细蕊当然方方面面追求极致,挣了
钱就买行头,只要戏服好看,多少大洋都愿意花,仅是戏服
上的珠子和金线就值千八百大洋,但也是出了名的难伺
候,戏服上钩了一根线,都要原件退回。剧中还有一个细
节是,曹司令攻打商细蕊的老家平阳,商细蕊站在城楼上
唱戏,唱的是“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君王义气尽,妾妃
何聊生”,两边的军队不打仗了,都去听戏喊着“我要活虞
姬”。行伍出身的曹司令留商细蕊当家班子唱戏,即便枪
抵在商细蕊的脑袋上,他还是转身走了,刻画了那个年代
戏曲人的骨气。人物设定中有些电影中程蝶衣、梅兰芳
的影子,还暗戳戳地用上了《霸王别姬》的梗。

在芸芸众生口中以及剧情细节呈现中,商细蕊角色
被勾勒出来,但随着剧情的展开,这个挺有意思的角色逐
渐被淹没在琐碎的剧情中,看不到他的变化和丰满。到
了后面,就是一个尹正饰演的商细蕊不断陷入麻烦,黄晓
明饰演的程凤台不断搭救他的过程。商细蕊唱戏被小混
混砸场子,程凤台出手搭救；商细蕊被京城戏园子排挤,
被程凤台请到家里唱堂会,结果借戏辱骂偶遇的师姐,
满腹牢骚,开始作妖；商细蕊被死对头的儿子欺负后,程
凤台又出手搭救,这一段梨园圈内的矛盾戏份比较小儿
科⋯⋯戏班人监守自盗挥霍祖产,无法继续在京城盖戏
园子唱戏的商细蕊只得变卖财产回平阳,结果路上被程
凤台偶遇,又出手相助他建戏园子唱戏,这一段剧情的呈
现方式比较煽情。该剧十几集过去了,发生在商细蕊身
上的剧情车轱辘一样滚向下坡路,最高票房的当红名伶
很快成为毫无立锥之地的散兵游勇,人物身上一开始被
赋予的气势和骨气在快速走剧情中逐渐弱化、单薄化。

好在该剧的服化道水平没的说,服装精致、戏服上档
次,妆容很美,尤其是剧中出现的《贵妃醉酒》《长生殿》等
戏曲的表演也不差,京剧艺术家毕谷云担任该剧顾问,没
有让该剧中的京戏表演被票友们指摘。但要说这个剧借
助京剧这一国粹,呈现多么大开大合的、触动人心的戏曲
人的悲情命运、曲折人生以及时代沧桑感等,还差了点火
候。戏曲国潮这一流行元素,被《鬓边不是海棠红》用得
很好,对国粹京剧的精彩呈现大大增强了该剧的视听享
受和文化质感,但戏与人,唱戏的人与观众的情感勾连太
少了。 □师文静

一出好戏,
离不开人生百态

美国影市虽然还有部分电影院
开门，但诸如 AMC、Regal、Cine-
mark等大型连锁电影院早前已经集
体宣布关闭旗下所有电影院，停业时
间6至12周，许多电影也都撤档。这
种状况与春节期间开始的内地影市
相差无几。好莱坞各大片商忙着在
为电影寻找新“出路”，流媒体平台成
为首选，甚至出现目前定档 6 月 5 日
上映的《神奇女侠 2》将直接走流媒
体发行的传言。出品方华纳兄弟影
业立刻出面辟谣，称这么大的电影，
不可能走流媒体路线，必须在电影院
上映。也就是说，目前各大制片厂主

要还是缩短已经上映的电影登陆流
媒体的窗口期，譬如《刺猬索尼克》

《隐身人》《1/2 的魔法》等在影院上
映一个月左右，目前都登陆流媒体。
电影有其他出路，但也有大腕关心很
难找到其他平台的电影院基层员工，
譬如克里斯托弗·诺兰近日就写了一
封公开信，呼吁大家不要忘记帮助电
影产业的工作人员渡过难关。

《魔发精灵 2》被轰破
坏行规

电影院没法放电影，好莱坞各大
制片厂都积极转向流媒体平台放
映。但与内地春节档《囧妈》从院线
大片突然转为“网络大电影”的做法
不同，好莱坞各大片商都准守一个原
则：只有在电影院上映过的电影，才
拿到流媒体平台，观众可以采用在线
点播方式观看，片方透过这种方式赚

“票房”。
譬如索尼 2 月 14 日在北美首映

的《刺猬索尼克》，宣布3月31日上线
流媒体平台。另一部 1 月 17 日上映
过的索尼大片《绝地战警 3》原本也
打算3月31日上线，但近日也宣布将
提前几天上线。

同样，环球影业的《隐身人》《艾
玛》《猎捕》，狮门影业的《依然相信》，
迪士尼的《1/2 的魔法》这些上映周
期一个月甚至不到一个月的电影，也
都登陆线上平台。

不过，环球影业一部颇受关注的
动画电影《魔发精灵 2：世界之旅》宣
布 4 月 10 日北美首映当天同时登陆
流媒体平台的做法，遭美国国家影院
业协会主席约翰·费希安炮轰。他表
示目前的状况影业很理解制片方加
快将已经上映过的电影放上流媒体
平台的做法，但他认为《魔发精灵 2》
院线和网络同步上映的做法打破了
电影界的行规，“片方明知道 4 月 10
日很多电影院都处于停业状况，还做
出这样的决定，院线不会忘记这件
事。”

诺兰呼吁各方出手帮
影院员工

拍过“黑暗骑士”《蝙蝠侠》三部
曲、《盗梦空间》《星际穿越》《敦刻尔
克》等一大批名作的导演克里斯托
弗·诺兰则在为电影院和电影院的基
层员工们发声。

他近日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

提醒大家不要忘记电影院，同时也呼
吁各方为目前处于巨大难关的电影
院及其工作人员提供帮助。

诺兰在文中写道：“当大家想到
电影，他们会想到明星、片方、光鲜亮
丽的一面。然而电影行业事关每个
人：在当地电影院中售票窗口卖票的
人、维护机器的人、检票的人、订票的
人、卖广告和清理洗手间的人。这些
工作人员很多都是赚时薪而不是月
薪，电影院停业已经对他们的生活造
成很大的影响。（美国）国会正在考虑
为各个受到影响的产业提供援助，我
希望不要忘记电影院和在电影院为
大家提供服务的人们。除了帮助影
院员工得到政府救助，影院也需要与
片方一起进行富有战略性、前瞻性的
合作。”

据悉，不只是诺兰提到的影院基
层员工是拿时薪的“零工”，很多好莱
坞工作者都属于这类“零工”。而流
媒体巨头Netflix 则采取更实际的行
动，拿出 1 亿美元作为补贴基金，帮
助公司拿时薪的“零工”们，当中包括
水电工、木工、剧组实习生、司机等。
此外，公司还给他们多发两个星期的
薪水，希望能给停工中的同事们提供
一点帮助。 马泽望

特殊时期好莱坞电影人在干嘛？

诺兰发文
为电影院员工发声

世界知名男高音歌唱家普拉西多·多明
戈在社交网站上发文透露，其新冠病毒检测
呈阳性反应，目前正在自主隔离中。

79 岁的多明戈表示，他此前出现发烧和
咳嗽症状，因此决定去做新冠病毒检测，结果
是阳性反应，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多明戈写
道：“我恳求大家格外小心，遵守各项基本准
则，勤洗手、与他人保持至少6英尺的距离，尽

一切可能阻止病毒扩散，最重要的是请大家
尽可能待在家中！”他还呼吁大家共同对抗病
毒，遏制当前的全球危机，期盼能早日回归正
常生活。

西班牙籍的多明戈，与何塞·卡雷拉斯以
及已故的鲁契亚诺·帕瓦罗蒂并称“世界三大
男高音”。多明戈有超过50年的歌剧生涯，随
着年事渐高，他近年已改唱男中音。

去年8月起，多明戈被多名女性指控性骚
扰，时间最早追溯到上世纪 80 年代。虽然多
明戈否认了这些指控，但他在美国的事业因
此停摆，他辞去了洛杉矶歌剧院总监职位，并
退出了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所有演出。就
在上月，他对受到伤害的女性表示道歉，称会
对自身行为承担全部责任。

黄文浩

79岁多明戈确诊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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