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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他是热播剧《三十而已》中顾佳的父亲，他是
《我爱我家》中的贾志国、《唐山大地震》的老牛，他也是话
剧《戏台》中的包子铺伙计——他是杨立新。9 月 16 日、
17 日，由杨立新、陈佩斯领衔主演的话剧《戏台》将再度
来常，让剧迷过足戏瘾。

《戏台》讲述了民国时期戏班后台发生的故事：闻名
全国的五庆班携大名角儿将在德祥大剧院演出，五庆班
侯班主和大戏院吴经理，正沉浸在戏票已售罄的喜悦中，
却不想一系列意外接连而至⋯⋯这部被称为当代舞台喜
剧又一座高峰的剧作，创作至今已吸引超过20万人次走
进剧场观看，甚至因加座产生售票率超100%的纪录。

《戏台》人物性格鲜明生动、台词语言地道幽默、故事
架构智慧精彩，以方寸舞台演历史变迁，以一代戏班的多
舛命运见“文化传承”这一古老却永不过时的命题，立意
深远，耐人回味。主演之一的陈佩斯为此曾说：“等了它
60 年。”杨立新也感叹：“这是 40 年难遇的好剧本。”同
时，将话剧和京剧艺术在同一时空里融汇交合，对白混杂
念白、台词穿插唱段，互为推进的手法，以及“台上见台，
戏中有戏”的架构也为该剧增添不少亮色。

2017 年末，该剧曾在常州大剧院获得满堂喝彩；时
隔多年再次回到龙城与观众朋友们见面，它仍是戏痴们
最爱的剧作之一。本周六该剧即将开票。 （吴蕾 周茜）

唱念做打演历史 风云变幻筑《戏台》

杨立新、陈佩斯
主演话剧周六开票

8 月 4 日下午，第 35 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宣布启动投
票，候选名单也同时发布，观众可从即日起至2020年8月
25日进行投票。投票之后，将由组委会统计出观众投票
结果，评选出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各奖项的提名者。

本届百花奖 10 部候选影片分别是《我和我的祖国》
《我不是药神》《哪吒之魔童降世》《流浪地球》《中国机长》
《少年的你》《误杀》《烈火英雄》《攀登者》《无双》。

最佳男主角候选者包括王千源、任达华、杜江、肖央、吴
京、张译、张涵予、周润发、徐峥、郭富城、黄渤、黄晓明、葛优。

最佳女主角候选者包括任素汐、佟丽娅、宋佳、张静
初、周冬雨、赵今麦、章子怡、惠英红、谭卓。

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
新人等奖项的候选者，也都一一揭晓。 龚卫锋

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候选影片名单公布

《中国机长》《流浪地球》
入围“百花”

连续三天占据单日票房冠军，没
想到《星际穿越》时隔六年后重映，依
旧能引爆观影热潮。该片于 8 月 2 日
重映，首日票房便突破 1970 万元，创
影院复工以来单日票房最高纪录。截
至 8 月 4 日 14 时，该片重映后的综合
票房已经达到 3248 万元，远远超出同
期上映的其他电影。

《星 际 穿 越》是 导 演 克 里 斯 托
弗·诺兰的代表作，影片故事背景发
生在人类面临生存危机的未来，由
马修·麦康纳饰演的宇航员不得不
舍下一双年幼儿女，前往太空寻找
适合人类居住的新星球。全片并没
有出现人类反派，也没有与外星人
的大战，但诺兰巧妙地让时间伸缩
折叠，让人们在惊叹宇宙之浩渺的
同时感叹爱的伟大。该片豆瓣评分
高达 9.3 分，位居豆瓣电影 Top250 的
第 16 位。2014 年影片在内地上映时
曾引发现象级观影潮，一举揽下 7.55
亿元票房。

诺兰强大的号召力及其赋予影片
的视效奇观与动人情感，是《星际穿

越》重映依然能够取得成功的主要原
因。在众多影迷心中，“诺兰”二字便
是口碑的保证，他当上导演后拿出的
每一部作品均未失手，科幻更是他擅
长的类型。《星际穿越》将科幻、烧脑、
悬疑、哲学等融为一体，在硬科幻的设
定上处处彰显严谨精神，也造就了最
适合大银幕观赏的壮丽太空。影片最
为人称道的一点在于以“爱”为核心,
铺设了一个最惊人的反转，爱既是悬
念，也是唯一的答案，成为当年上映时
夺人泪下的最大“杀器”。

影 评 人 木 易 说 ，六 年 前 该 片 首
映时，最让他惊叹的是诺兰勾勒的
视觉盛宴和他所描绘的太空景象，
但这次重看，他更为片中的父女亲
情所打动。

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截至8月
3 日，全国已有 7317 家影院恢复营业，
复工率超过 66%。复映次周全国票房
1.97 亿元，观影人次达到 690 万，单周
票房和人次比首周分别上涨 78%和
64%。

袁云儿

《星际穿越》连夺三天票房冠军

据长影集团消息，4 日下午，长影
著名导演姜树森在长春家中去世，享
年90岁。

姜树森是上世纪我国颇具代表性
的女性导演之一，曾于1961年担任长
影经典影片《刘三姐》的副导演，在
1971 年与武兆堤、马尔路联合执导了
电影《沙家浜》，从此开始独立执导影
片。她的作品题材广泛，类型各异。其
中，反映改革开放初期社会面貌的《残
雪》《花园街五号》《赤橙黄绿青蓝紫》

《女人的力量》等一系列现实题材影片，
上映后均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姜树森1930年生于黑龙江肇东，
1947 年在部队文工团担任演员兼编
导，1958 年后陆续在《刘三姐》《朝阳
沟》《三关排宴》《青松岭》《路考》等长
影影片中担任副导演，继承和发扬了
老一辈电影人的现实主义传统；上世
纪70年代末，姜树森开始独立执导影

片，代表作包括故事片《残雪》《赤橙黄
绿青蓝紫》《花园街五号》《女人的力
量》《嗨！姐们儿》《爱并不遥远》《赣水
苍茫》《豹子湾战斗》、译制片《卖花姑
娘》《勇敢的米哈依》等 30 余部作品。
其中，《残雪》荣获1980年文化部优秀
影片奖；《花园街五号》荣获1984年文
化部优秀影片二等奖，被誉为反映改
革的生动教科书；《女人的力量》荣获
1985 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
片奖。

“改革”和“女性”两个关键词贯穿
了姜树森的导演生涯。她的作品具有
宏大的思想意识，时代气息浓厚，电影
语言朴实无华，注重挖掘生活的真实
本质，同时也不乏女性温情和纯真的
光芒。姜树森把自己全部的爱都奉献
给了中国电影事业，正如她所说：“我
拍电影时，满脑子都是分镜头和机位，
没别的了。” 王金跃

有《残雪》《花园街五号》等代表作

《沙家浜》导演姜树森去世

去年《乐队的夏天》看得热血沸腾,看
《乐队的夏天 2》的小板凳早就搬好了,第一
期果然没有让人失望。

在去年《乐队的夏天》爆火之前,乐队已
经很久没有以这么汹涌的态势呈现在观众
面前。当下的新生综艺,面对年轻观众的是
快娱乐、是做游戏、是真人秀,说白了消费的
是明星的流量。

乐队之于 60 后、70 后来说,是青春不可
忽略的一部分,他们在最躁动的年纪,有著
名的黑豹、唐朝、指南针、beyond、飞儿等乐
队相伴,有崔健、许巍、张楚这些主唱与乐队
一起或嘶吼、或惆怅、或迷茫,更有数不清的
诸如呼吸、青铜器、面孔、眼镜蛇等乐队出
没。

似乎一下子沉寂了十多年,当乐队这种
形式再次扑面而来时,60 后、70 后的心情是
最荡漾的。一点不夸张地说,乐队情结是属
于60后、70后的。《乐队的夏天》主理人是出
生于 1969 年的马东,四个超级大乐迷,除了
大张伟是 80 后,周迅是 1974 年的,张业东是
1969年的。

近几年,关于乐队的综艺开始兴起,但
没有一个节目像《乐队的夏天》般如此受欢
迎、影响力如此大。在我看来,那些注重娱
乐、时尚、脚本化的乐队节目,恰恰抹掉了乐
队的原始魅力和气质。这就是为什么马东
能把乐队节目做得这么火的原因——懂乐
队的,非60后、70后莫属,因为几乎他们每一
个人都曾经有过自己喜欢的乐队,这在 90
后、00后是不可思议的。

马东在《乐队的夏天 2》开场时说,这一
季年龄更大,颜值更低,是玩笑话吗？是半
开玩笑,年龄大是因为他把还在坚持的乐队
请了来,《乐队的夏天 2》第一期节目有两个
成员是70后的乐队:水木年华和木马乐队。

名气最大的当数水木年华了,成员是两

个 70 后,2010 年之前称得上是最火的乐队
组合。他们在《乐队的夏天 2》一出场,一旁
的小字辈就发出“嗯——姆——”的声音,他
们自己也说,感觉自己过气了,《乐队的夏
天》让他们“感觉那团火又回来了,又找到刚
出道时的冲动,来证明自己还年轻”。

他们演唱的曲目是《青春再见》,口琴声
想起,便一下有味儿了,“最后一班,午夜列
车,悄悄带走了青春,最亲爱的人,最美的时
光,渐渐刺痛了回忆,留不住什么,拉不回什
么,青春终究要散场”。结尾的副歌,是著名
电影《桥》的主旋律,只不过把“啊朋友再见”
变成“啊青春再见”。你一听这熟悉的旋律,
就知道是属于60后、70后的,会被刺一下,但
觉得过于老套。果然,23岁的乐迷毫不留情
地DISS大叔前辈:“没新意,40多岁还在唱青
春再见,太土了”，“中年人的油腻打动不了
我,没有一丝感动”。

随后出场的重塑乐队,对水木年华降维
式打击,严谨的乐风、时尚的编排、严密的逻
辑,都让人叹为观止。马东请来水木年华,
更像是乐队新旧时代的交接:已经 2020 年
了,乐队要表达的不再是粗暴简单的感情。

木马乐队的成员也是 70 后,1998 年组
队,2006 年解散,2018 年重组。从这个轨迹
不难看出,它遭遇了乐队最艰难的时期,被
老牌乐队碾压的空间极小,流行音乐正占据
更多年轻人的生活,但实力是有的,木马乐
队一出场,刺猬乐队就称它是“传奇乐队,不
喜欢都不对”。一曲《旧城之王》,唱到人起
鸡皮疙瘩,范儿正,好听,周迅对这十五六年
没见的老朋友,有了老电影般的情结延续
——以前的人还在。

是的,以前的人还在,新生力量已准备
好,这是《乐队的夏天》更有魅力的地方。60
后、70 后组了个局,让乐队以它最该有的方
式翻红。 张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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