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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狂揽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女
主角等 5 项奖项的经典电影《飞越疯人院》，几十年来始
终在各种电影排行榜上高居前列。7 月 30 日，话剧版

《飞越疯人院》将来到常州大剧院，和剧迷影迷一起回味
经典。

该剧讲述了一个正常人为逃避现实，假装精神异常
住进精神病院。他的到来给死气沉沉的精神病院带来巨
大冲击，给病友们带来了自由和欢快，但也因为把戒备森
严的医院闹得天翻地覆，惹怒了院方，他最终被进行了前
额叶切除手术⋯⋯

由美国作家肯·克西创作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小说
《飞越布谷鸟巢》，是《飞越疯人院》的滥觞。1963 年，该
小说被搬上百老汇舞台，从此一炮而红，1975 年改编为
同名电影亦大获成功。2001年，《飞越疯人院》重回百老
汇，一举获得当年的托尼奖最佳复排话剧奖。

2018年，这部百老汇经典话剧首次以中文版形式登
上中国话剧舞台，吸引了众多观众走进剧场。据介绍，在
本土化改编中，创作团队利用各种元素进行了重新解读，
比如别出心裁地在舞台上立起三面墙，为故事时空注入
现代感；激烈场面配合现场乐队表演，与剧中制度压抑的
氛围形成强烈对比等。

作为创造过小剧场票房奇迹的《燃烧的疯人院》的姊
妹篇，《飞越疯人院》同样赢得了观众的好评。不少已经
观看过该剧的观众表示：几乎达到了原版电影演员的“神
还原”。 （吴蕾 周茜）

7月30日到常州大剧院

一起“飞越疯人院”

“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作者、英国女作家 J·K·罗琳
全新原创故事《伊卡狛格》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简体
中文版，以飨国内读者。

据介绍，这部作品不是“哈利·波特”系列故事的延续，而
是一个独立的新故事，其中仍然有着罗琳作品中常见的主
题，如阴谋、冒险、正义等，并充满了罗琳式的幽默和悬念。

这个新故事已在全球范围进行免费网络连载，并面
向全球小读者征集故事插图，入选作品将收录在纸质书
中。6月16日北京时间22时，中文翻译版本的故事内容
正式在《伊卡狛格》官方网站上线（www.theickabog.
com）。目前，网站已登出故事的前两章，并将持续连载
新的分期内容，至 7 月底结束。该作品纸质书和电子书
预计将于今年11月出版。 史竞男

J·K·罗琳新作
《伊卡狛格》推出中文版

也许你对“李一桐”还不太熟悉，但
在许多热播剧中都有她的身影，《鹤唳
华亭》《剑王朝》⋯⋯并且与她搭档的都
是当红的男演员罗晋、李现。在东方卫
视正在热播的《爱我就别想太多》中，她
则首次搭档陈建斌，演绎一段相差超
20 岁的恋爱。日前，李一桐接受记者
采访时，坦言一开始和陈建斌搭档还不
知道要演什么人物关系，后来得知是两
人“谈恋爱”，第一反应是“愣了一下”。

陈建斌很可爱，属于慢热型
许多人认识李一桐是从新《射雕英

雄传》中的“黄蓉”开始的。据了解，《爱
我就别想太多》导演曹慧生也是看了她
在新《射雕英雄传》中的几场戏而认定她
是古灵精怪的夏可可的不二人选。得知
新剧和陈建斌搭档“谈恋爱”，李一桐直
言，“第一反应是，嗯？小朋友有很多问
号。就是愣了一下，因为本来经纪人告
诉我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是跟陈老师演
什么样的关系。但是看完本子，就觉得
特别有趣。”她表示，开始接触陈建斌的
时候，觉得他气场很强，但接触下来发现
他其实是慢热型，“很可爱，交流起来也
特别好，我们在拍戏过程中很愉快”。对
戏时也毫无压力，因为当即进入了表演，
自己就是夏可可，对方就是李洪海，“没
有压力。有什么好怯的呢？”

李一桐还透露，剧中李洪海和夏可
可的戏份，即兴发挥的很多。比如夏可
可带着老李去自己的服装工作室，“试
衣服的词，‘你这个像小流氓’‘你挺个
肚子’，全部都是我临场说出来的。越
是这种时候，两个人可能越能撞出来一
些不同的东西。”

不惧“戏红人不红”，“不
红”不是缺点

《爱我就别想太多》讲述了身家数

十亿的 70 后集团董事长李洪海在偶遇
90 后的服装设计师夏可可之后，被其
所吸引，于是假装包子铺老板对女方展
开追求。对于这段相差 20 岁的恋爱，
李一桐也表示，“戏剧本来就源于生活，
生活中这样的事情也是比比皆是。很
正常的事情，跟（年纪）大的，跟（年纪）
小的（在一起）都有可能。”她本人也认
可夏可可的爱情观，认为两个人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爱彼此，不会在乎年龄差距
和其他一些界限。

李一桐出道至今演过不少热门作
品，如《鹤唳华亭》《剑王朝》《半妖倾城》
等，也搭档了不少当红男演员，如罗晋、
李现。未播新剧《特战荣耀》搭档杨
洋。对于“戏红人不红”的评价，李一桐
也回应，“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来说，最
重要的任务就是把角色演好。如果说
是想红才去演这个角色，不就变质了
吗？出来的东西也会变质，也就没有那
么纯粹了。而且不红，什么时候变成了
一种缺点呢？我不太懂。”对于表演，她
也直言对手演员之间要让彼此感受到
真诚，观众才能感受到真诚。

被问及这次在拍摄现场是否有跟
陈建斌“偷师”了一些演技秘籍，她则说
道，“演技这东西不是学过来、偷过来。
我觉得是当老师们帮你顺完这场情绪
的时候，你自己的感受是最重要的，就
是自己的领悟与感受。”未来，她想尝试
演绎一个“酷Girl”。 蔡慕嘉

得知要和陈建斌“谈恋爱”

李一桐第一反应是“愣了一下”

由罗晋、聂远、黄觉等主演的电影《灰烬
重生》近日登陆流媒体平台。这是继《春潮》
之后，又一部“院转网”的文艺片。无独有偶，
另一部院线文艺片《寻狗启事》也在《灰烬重
生》上线的两天后登陆流媒体。院线电影转
网络播出，似乎已成为目前文艺片的一条新
出路。

受拍摄成本影响，高投入的商业大片在
网络播出并不容易回本。但对于中小成本的
文艺片来说，改走网播路线以摆脱其与商业
大片在线下的竞争，却显然可行得多。但是
否“院转网”就是文艺片走向普通观众的万能
捷径？从《春潮》到《灰烬重生》和《寻狗启事》
的实践看，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

“强捧”之下，其实难副
6 月 25 日，犯罪剧情片《灰烬重生》在优

酷独播。6 月 30 日，根据同属阿里系的灯塔
专业版数据，该片曾以超7000的热度排名优
酷单日电影热度榜的榜首。事实上，除了有
明星加盟，《灰烬重生》良好的宣发效果或许
真要感谢其“血统”——作为阿里文娱“薪火
计划”的其中一部作品，《灰烬重生》得到了由
灯塔全程参与整合营销的支持。为了让这部
相对小众的艺术片进入大众视野，灯塔安排
了直播式的“线上观影团”，并收获了逾10万
的点赞；搭建了抖音话题页并要求艺人配合

“营业”，实现了对超过 1400 万用户的触达；
在微博同样进行了强势推广，相关话题阅读
量达 1.5 亿次。此外，影片上线时除了举行
了“冲击播首映礼”，灯塔学院还联合了导演
李霄峰及多位业内专业人士，对影片进行了
多维度的深度解读。

但强势的推广所带来的热度似乎并不持
久。根据灯塔数据显示，影片在上线头两天
热度最高，之后便一路下行。7 月 4 日，上线
10 天的《灰烬重生》在优酷单日电影热度榜
已跌至第四位，不但被上线 2 天的《寻龙宝
藏》和上线5天的《狄仁杰之夺魂梦魇》超越，
甚至也不及上线已经 19 天的《陆行鲨》。这
三部影片均为标准的网络电影，其中《陆行
鲨》讲述的是一条被水下基因实验室圈养的
鲨鱼因基因融合变异成独特的“陆行鲨”，在

逃出实验室后一路攻击人类的故事。

来自观众的批评与失望
《灰烬重生》由青年导演李霄峰执导，他

的导演处女作《少女哪吒》曾获金马奖“最佳
改编剧本”和“最佳新导演”提名及上海国际
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编剧”提名。而新作

《灰烬重生》在线上播出前便收获了一定的圈
内名气，该片曾在2017年的首届平遥国际电
影展藏龙单元获“最受欢迎影片”提名。但在
今年影片正式上线10天后，其豆瓣评分却并
未“及格”，2967位观众打分，得分5.9分。

《灰烬重生》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十年
前，工人徐峰在继父死后远走，警察陈维坤没
有在命案中发现任何线索；十年后，医生王
栋偶然进入陈维坤的视野，此时面目全非的
徐峰也回到斯城，曾经的心灵秘密开始慢慢
释放⋯⋯影片的最大悬疑设置在故事开始没
多久便被不少观众猜出真相，而导演跳跃的
剪辑方式和缓慢的镜头节奏也让观众感到不
适。在豆瓣上，不少观众对影片给出了诸如

“形式大于内容”“太浮夸了”“野心很大但能
力有限”“逻辑不自洽”等评语。影评人“路西
法尔”形容，这是一部“乍看起来没什么毛病，
但隐隐约约觉得别扭，仔细一想又有大缺陷
的电影”。至截稿时止，39.5%的豆瓣用户给
了该片 3 星，27.2%给了 2 星，《灰烬重生》评
分仅高于14%的犯罪片和24%的悬疑片。

质量好的，却不叫座
6 月 27 日同在优酷上线的《寻狗启事》

跟《灰烬重生》状况不同。该片缺乏明星阵
容，上映前后也无甚宣传阵势。但影片在豆
瓣的评分为 6.9 分，远比《灰烬重生》要高。
只是，截至 7 月 4 日 15 时，打分者只有 863
人。此外，该片在优酷单日电影热度榜单上，
最高热度也不到3000，上映至今只有6月29
日一天勉强登上榜单——以第 30 名排在榜
末。显然，《寻狗启事》质量过关但并不“叫
座”。

该片是鲁迅美术学院影视专业教师蒋佳
辰自编自导的长片处女作。他凭该片在
2018 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上被提

名“最佳编剧”，而影片男主角丁溪鹤则获得
了“最佳男主角”。当时评委宋佳曾评价说，

《寻狗启事》“故事有趣，表演朴实”，是难得一
见的优秀处女作。

出生于辽宁沈阳的蒋佳辰讲述了一个颇
接地气的家乡故事：即将硕士毕业的张广胜
不慎丢失了教授托他照看的宠物狗，为了不
影响教授对他留校的“承诺”，他使出浑身解
数去寻找，但经过一系列遭遇后，他发现自己
一直想挣脱的人情社会的桎梏，已影响到他
人生中最重要的那几个人⋯⋯影片风格质
朴、手法娴熟，从镜头到表演均不炫技，但全
程方言却让文艺片与普通观众之间本就有的
距离感又被拉远了几分。

“难搞”的不止影院经理
分辨《灰烬重生》和《寻狗启事》与网络电

影的不同，关键看两片开始之前的放映许可
证，即“龙标”。再仔细分辨，便会发现两片取
得放映许可证的时间分别为 2017 年和 2018
年——文艺片的生存艰难可见一斑：一部电
影在拿到“龙标”两三年后依然没有找到在院
线放映的合适“机会”——当然，有“龙标”就
可以随时上映，但影院会不会给排片却是另
一回事。

如今跟随《囧妈》《肥龙过江》《大赢家》
《我们永不言弃》等商业片
的步伐“院转网”，文艺片找
到 了 一 条“ 曲 线 救 国 ”之
路。只是，即便逃过了院
线经理排片那一关，文艺
片仍然要面对受众欣赏习
惯甚至影片本身质量的考
验——“强捧”之下其实难
副的《灰烬重生》和质量较
好却缺乏“出头”机会的《寻
狗启事》都是例证。

怎样的文艺片适合在
线上“重生”？诸如《灰烬重
生》这样的犯罪悬疑题材本
应该拥有不小的机会。因
为悬疑一向是网络电影几
大热门标签之一，爱奇艺

“迷雾剧场”近日佳作《隐秘的角落》的火爆，
也印证了此类题材在线上的受欢迎程度。只
是，《灰烬重生》并不如豆瓣评分 8.9 分的《隐
秘的角落》那般令观众满意。

另一个可效仿的模式是更早些时候上线
流媒体的《春潮》——该片既有郝蕾、金燕玲
这样的实力派明星撑场，又通过北京电影节
的线上放映先行“圈粉”，再加上影片上线后
引导了一波女性话题的讨论，最终成就了一
次文艺片“院转网”的胜利。其中，因为影片
本身质量和片方适当引导所带来的话题热潮
是《春潮》的成功关键，如“你与母亲的关系决
定你和世界的关系”“哪里有什么平静，爱恨
交织才是生活”“为什么最爱你的人,伤你却
是最深”“单亲母亲的倔强，谈单亲家庭如何
让爱归位”等自媒体相关文章的标题，便充分
证明了原为小众文艺片的《春潮》成功“出
圈”，进入大众话题的领域。跟《灰烬重生》和

《寻狗启事》在优酷平台“VIP可看”的模式不
同，《春潮》在爱奇艺走的是更大胆的“付费点
播”模式，虽票房数据未公开，但该片在豆瓣
上超过 3.8 万人评出 7.2 分的热度，或许是这
部去年 6 月就已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但之
后始终未曾有机会全面公映的文艺片之前所
不敢想的。 李丽

从《春潮》到《灰烬重生》和《寻狗启事》的实践看，院线电影转网络播出，并非文艺片的万能捷径

复兴文艺片就靠“院转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