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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摇滚演唱会、国粹经典音乐、推理舞台剧、明
星版话剧、名家古筝琵琶音乐会⋯⋯9 月，常州大剧院好
戏不断，充分满足不同类型舞台演出爱好者的需求。

喜爱看舞台剧的观众，9月有4部话剧可以关注。将
于 9 月 8 日、9 日演出的东野圭吾虐心悬疑舞台剧《虚无
的十字架》，通过探讨“罪”与“罚”，展现人性中的罪与爱、
正与邪、黑与白；9 月 12 日，中国话剧的新巅峰之作——
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将在大剧院舞台上呈现原著
之魂；9 月 16 日、17 日，由陈佩斯、杨立新主演的明星版
话剧《戏台》，以一代戏班的多舛命途见“文化传承”这一
古老而永不过时的命题；9 月 25 日、26 日，原创话剧“弄
堂”系列之一《金家花园》带来老上海的风情。

爱好民乐和戏曲的观众也有多重选择。“筝魂·王中
山古筝独奏音乐会”、2020 市民音乐会之“弹·韵——琵
琶与筝音乐会”将分别于9月19日和9月27日与观众见
面。由国家京剧院带来的“国粹在身边——国家京剧院
戏曲音乐演唱会”演出时间为 9 月 2 日，演唱会以国家京
剧院常演且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剧目、新编历史剧目、现代
剧目的乐曲为主，京剧演唱为辅，结合现代化艺术手段，
展示出戏曲音乐在京剧艺术中不可替代的艺术作用。

此外，《北归》——杭盖乐队2020巡回演唱会9月1日
也将来到常州，带来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摇滚。（吴蕾 周茜）

话剧、音乐会、演唱会⋯⋯

常州大剧院9月好戏不断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8 月 25
日七夕节，全国电影票房达 5.2 亿元，

成为影院复工以来单日票房最高的一
天。

影片方面，上映首日的爱情电影
《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单日票房突破
2.7 亿元，刷新了《八佰》在 8 月 23 日创
下的 2.3 亿元的单片单日票房纪录，也
超越了 2019 年的七夕节（8 月 7 日）单
片最高票房纪录（《哪吒之魔童降世》
2.52亿元）。

《八佰》在七夕当天同样表现强
劲，以超 1.9 亿元的票房成绩排在第二
名。排在第三位和第四位的是新片

《荞麦疯长》和《小妇人》，分别取得
3782万元和1143万元票房。

回顾 2019 年七夕节，正值票房爆
款《哪吒之魔童降世》热映，加之《使徒

行者 2》《烈火英雄》等影片，七夕档的
票房推升到 5.7 亿元。尽管今年七夕
的单日票房不及去年，但在刚刚复产
复工的背景下，这一成绩已经让业内
业外人士用“没想到”“太火了”来形
容。尽管还存在 50%的上座率限制，
今年七夕票房仍轻松超过 2018 年同
期的 4.7 亿元，表现仅次于 2019 年，成
为七夕节历史第二高单日成绩。

票房分析师罗天文表示，今年七
夕节比往年更热闹，影院复工复产初
期观众的观影热情达到制高点，电影
如今更成为人们庆祝节日的重要环
节之一，今后的票房成绩更加值得期
待。

周慧晓婉

《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刷新《八佰》纪录

七夕单日票房达5.2亿

作为影院复工后迎来的第一
部华语大片，8 月 21 日正式公映的

《八佰》没有辜负影院经理们所赋
予的“救市”期望。该片周末3天狂
收票房 5.65 亿元，加上之前点映的
票房，截至26日14时，《八佰》累计
票房超过 12 亿元，成为今年上映
票房最高的电影。

票房：周六周日连续
两天破2亿

据悉，周末三天全国影市总票
房为 6.47 亿元，《八佰》一部电影就
贡献了 5.65 亿元，占了整个大盘的
87%。广州珠江金逸院线总经理
助理谢世明表示：“《八佰》的票房
比我们业内预计的还要好。原本
预计全周票房是 7 亿元，没想到突
破8亿元。更强的是《八佰》周末三
天单日票房走势是‘逆增长’，不仅
单日票房没有跌，而且周日票房比
周六还高，就很能说明这部电影很
受观众关注了。”

《八佰》首映周末三天的票房，
分别是 1.33 亿元、2.04 亿元和 2.27
亿元，周六、周日连续两天票房都
破 2 亿元，这也是内地影市时隔
322 天再次出现单片单日连续破 2
亿元的华语电影。

《八佰》的成功，是否证明观众
对影院的安全性已经有足够的信
心，以及观众非常愿意进电影院看
电影？谢世明表示：“是的，其实从
影院复工首周的票房一天比一天
高的表现，就有给我们院线从业者
这种感觉：电影确实已经成为大众
文化娱乐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只要电影足够好，观众是愿意进场
的。”

目前影院还不算全面恢复正
常营业状态，按照规定，复工影院
每场的上座率不得超过 50%，这一

“限座”规定对《八佰》的票房有多
大影响？谢世明说：“之前不得超
过 30%上座率的规定，对市场确实
有较大影响。当把限制比例提高
到 50%时，影响就相对小很多。但

是对《八佰》来说还是有些影响，毕
竟这是超级大爆款，主要影响在晚
上黄金时段和周末的票房表现。”

《八佰》除了自身卖座，也给电
影人带来不少信心，相信诸如《唐
人街探案 3》《紧急救援》等尚未定
档的“原贺岁档华语大片”，看到观
众的观影热情，应该也会尽快宣布
新档期。至于接下来的国庆档，有

《夺冠》《我和我的家乡》《姜子牙》
等电影上阵，想必能让内地影市再
收旺场。饱受新冠病毒疫情打击
的内地影市，总算是在慢慢“回血”
了。

欧豪：投入更多才能
不掉队

《八佰》口碑票房双丰收，该片
一众台前幕后主创功不可没。而
片中扮演端午的欧豪，戏份不少演

技也备受认可。端午从战场“小透
明”不断成长，最终成为小湖北心
中“骑在白马上的赵子龙”。

《八佰》聚焦于来自五湖四海
的小人物，作为一个普通农民，欧
豪 饰 演 的 端 午 无 意 中 被 卷 入 战
争。初入战场的端午胆怯、无知，
想尽办法逃生，叔叔被当众弑杀让
他知晓了战争的残酷，士兵们英勇
就义的举动让他有了当士兵的使
命感，无意中成为
报信的英雄让他克
服 了 内 心 的 恐 惧
⋯⋯ 最 终 他 拿 起
枪，选择成为一个
真正的战士。欧豪
通过对眼神、表情
等 细 微 之 处 的 处
理，把端午从贪生
怕死的逃兵，到奋
起反抗的成长过程

演绎的恰到好处，不少观众表示：
“欧豪饰演的端午太有代入感了，
感觉跟着端午活了一次。”

影片中，端午这个人物的几次
转变令人印象深刻。端午发现张
译饰演的老算盘第二次想逃跑的
那场戏，老算盘将自己的痛苦、无
助一一道出，端午眼神闪躲，握着
枪的手轻轻抖动，这些细节均反映
出端午心中的顾虑与挣扎。谈及

这场哭戏，欧豪表示：“拍摄前，为
了让自己可以靠近端午的状态，我
熬了两天，希望能找到那个感觉。
译哥非常厉害，他的表演状态能够
给 对 手 戏 演 员 很 大 的 刺 激 和 助
力。”而在拍摄现场，导演管虎也被
镜头前他们的表演感动落泪。

此外，端午从二楼中毒掉下水
里的长镜头，既有复杂的走位，又
需 要 演 员 和 镜 头 之 间 的 密 切 配
合。严格要求自己的欧豪，那场戏
整整拍了 28 条，创造了自己演员
职业生涯中的最高纪录。作为非
科班出身的演员，能够和非常优秀
的前辈们一起拍戏，欧豪感到很幸
运，他发长文感慨道：“刚接到这部
戏，我心里是有点慌的，很担心拖
了前辈们的后腿，我得投入更多才
能不掉队。”

据悉，在拍摄端午和老算盘试
图从河道逃走的情节时，欧豪与张
译“手牵手”连续在零度的水下拍
了一周的戏。回顾这场戏，管虎导
演表示：“他们俩是我们这个戏里
仅有的两个不会游泳的演员，晚上
12点两个人穿着单衣就下去了，特
别冷，别说演戏了，下去人就麻木
了，动都动不了。但他俩失败了就
再试，特别拼命。”对此，欧豪直言：

“你看到你的前辈们为一个角色如
此拼命，你作为年轻人有什么资格
不努力？很感谢导演愿意给我这
个机会饰演端午这个角色，和这么
多优秀的戏骨合作对我来说是一
次难得的现场教学。”

马泽望

这部真“救市片”口碑票房双丰收，台前幕后主创功不可没

《八佰》累计票房破12亿元！

电影《八佰》中，李晨教欧豪端枪射击。

最新一期《乐队的夏天 2》播出后，
野孩子乐队退赛在网上引发热议。因
不满节目组给定的《芒种》《凉凉》等改
编歌单，野孩子演唱规定外曲目并宣
布退赛，《爱情买卖》《套马杆》等备选
歌曲的出现也让观众大呼违和，综艺
节目和音乐人之间的矛盾又一次被摆
在眼前。

节目中，野孩子乐队抽到改编“国
风”音乐的备选歌单，要在《沧海一声
笑》《凉凉》《芒种》等歌曲中选择并改
编，乐队成员认为这些歌曲都无法代
表自己心中的国风音乐，最终退赛。
在前一期的改编赛中，为其他乐队提
供备选的《爱情买卖》《套马杆》《我们
不一样》等歌曲曝光时，也引发了一大
波争论。

有人说“让摇滚乐队唱口水歌、神
曲太违和”，还有人说“音乐风格没有
高下”“上节目就该遵守规则”。我们
无需把话题引入“音乐风格有没有高
下”这个难用三两句话说清的话题，只
需坦承，这些歌曲的风格与参赛乐队
固有的风格大相异趣。俗话都说“萝
卜白菜，各有所爱”，参赛乐队对这些

备选歌曲心生抗拒，也可以理解。
在综艺节目中，节目组与歌手间

出现矛盾似乎十分常见。综艺节目
《我是歌手》一度不让歌手唱自己的
歌，节目组邀请来的艺人哪怕再“宝
藏”，也只能唱别人的歌，换言之，要唱
那些受众更多、更有节目效果的歌。

《乐队的夏天》邀请的都是风格较为小
众的乐队，要求乐队选择流行歌或“口
水歌”，无非是为了让节目播出后制造
反差，吸引观众眼球。

节目与歌手之间的矛盾，其实是
娱乐性的商业逻辑和音乐人的艺术选
择之间的矛盾。对一档节目来说，哪
怕宣传词里有再多的情怀感言，最后
都逃不过商业运作。

几年前，素人及少男少女
的选秀流行，所有节目都称想
挖掘民间的“好声音”。可后
来屡屡被爆出，选秀节目到了
晋级的环节，新人倘若不与节
目组指定的公司签约，就会被
淘汰，“好声音”就这样被做成
了“好生意”。近两年，主打流
行唱法的节目热度下降，发掘

民谣、摇滚、说唱等小众音乐又成了新
的热点，可综艺节目看中它们，无非是
因为流行音乐领域的资源被挖掘殆
尽，只能转而去开发新的资源。

几年前《成都》等民谣歌曲因综艺
节目爆红时，业内人士就曾多次表示：

“综艺节目火了，不代表民谣音乐火
了。”如今也是一样。综艺节目遵从的
是商业逻辑，音乐创作也有自己的法
则，谁对谁错、谁高谁下，无法直接比
较。如果双方能“相互成全”，那自然
最好；如果二者出现不可避免的矛盾，
是选择“削足适履”还是“一别两宽”，
音乐人心里应早有盘算，观众也无需
太大惊小怪。 韩轩

野孩子退赛，
音乐情怀能否逃过商业运作？

《还有诗和远方》日前播出新一期节目，华少、张绍
刚、胡海泉和新到来的嘉宾张国立、徐艺洋到千年古城临
海，与朱自清超时空对话。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
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
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五个人的旅行从台州
初级中学的校园开始。在这所近代文学大师朱自清曾任
教的学校中，《匆匆》的这个片断被镌刻在校舍的墙面上，
也从中引出了本期的主题“时光”。

节目中，耿直的草编工艺传承人大姐把张绍刚“怼
得”哑口无言；张国立、徐艺洋在古老城墙之下跳起了广
场舞。此外，在路边文艺范的时尚书店中，海泉意外邂逅
了一支排练中的乐队，在他们别具一格的演奏中，受到热
情邀请的海泉演绎了“邂逅”版《一生所爱》。梁燕芬

张国立与朱自清
超时空“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