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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势已久的《中国戏曲大会》8
月6日起正式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
道鸣锣亮相。一连 7 天每晚 7 点
30分，这档节目选择在《新闻联播》
后的黄金档时段播出。

这是央视继《中国诗词大会》
后全力打造的又一档文化类大型
节目，同样以“一人答题，百人团参
与竞答，嘉宾解读”的竞赛形式展
开，只是把关键词换成了“戏曲”。
它能否在暑期档延续上半年《中国
诗词大会》的文化综艺热度，目前
还有待观察。

“有板有眼”“亮相”“跑龙套”
“走过场”⋯⋯这些普通人耳熟能
详的日常用语，其实跟戏曲都有密
切联系。本次中国戏曲大会，许多
题目将从生活实际入手，对那些来
自于戏曲的俗语进行深入解读。

由于中国戏曲的文化背景深
远，节目中有些题目不免让人脑洞
大开，比如“吕布射箭和奥运冠军
比，谁更胜一筹？”“为什么提到白
娘子会想起端午节？”⋯⋯相应地，
专家团队邀请了王立群、蒙曼、张

永和、赵景勃、刘连群、赵晓东、张
关正、江逐浪、李艳艳等文史及戏

曲类专家，将就节目中的文化典故
为观众答疑解惑。

节目中还穿插了很多戏曲段
落表演，希望把“热闹”和“门道”一

起分享给观众。本次“大会”云集
了各地各剧种的名家大腕，侯少
奎、孟广禄、魏海敏、奚中路、钱惠
丽等名家作为出题嘉宾进行精彩
表演；京剧老生名家谭孝曾在“文
物展示”环节，携谭门“宝物”来为
选手助力。此外，张建国、袁慧琴、
赵秀君、高闯、王洪玲、王红丽等演
员还将亲自上场，作为嘉宾选手和
百人团选手一起同场竞技。

据大会专家组介绍，报名参加
节目的人数超过千人，当中还有来
自中国港台地区的选手和外国选
手，绝大多数的选手年龄范围都是

“85后”，这也让节目组感到非常欣
喜，因为制作大会的目的在于传播
戏曲文化，而年轻人也正是当下实
现快速传播的重要群体。

据了解，本次《中国戏曲大会》
涉及的地方剧种达到 70 多个，覆
盖全国 30 多个省市自治区，比如
流行于海峡两岸的歌仔戏、高甲戏
和闽剧，流行于两广和港澳的粤剧
等，甚至还有来自少数民族的戏
剧。 综合

参赛选手多为“85后” 戏曲频道连续7晚播出

央视重磅推出《中国戏曲大会》

由刘亦菲和杨洋主演的奇幻
爱情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于
8 月 3 日 14 时全国公映，首日票
房 1.66 亿元，截至昨日发稿时累
计票房已经超过 4.4 亿元。但
是，影片在赢得高票房的同时，也
迎来了铺天盖地的吐槽声浪。目
前，该片的豆瓣评分仅 4.3 分，围
绕电影情节、剪辑、造型、演技等
方面的争议四起。

在日前的上海首映礼上，杨
洋面对负面评价获得粉丝力挺，
当场失控落泪。随后，他在微博
上发声：“夜华是一个执著、有担
当的角色，虽然我还年轻，还没有
走过更长的路，但是我会做一个
像夜华一样的人。我不怕争议，
这是我成长中必须要经历的。”6
日，导演赵小丁和制片人萨支磊
现身北京，一一解答媒体的提问
和质疑。

白浅大婚造型太雷？
“原谅在头饰上犯的错，

把注意力回归到演员”

赵小丁：故事中的天族是拥
有统治地位的族群，大家看到的
人物头饰就是天宫繁琐的规矩和
仪式的象征，就像控制孙悟空的
箍。白浅这个头饰在制作上确实
有瑕疵，我也不满意，但因为时间
关系还是采用了这个头饰。

萨支磊：包括我和亦菲、杨
洋，对这个头饰多少都有点不满
意，但他们很好地执行了契约精
神，因为时间确实赶不及了。这
场戏，我个人认为演员诠释得非
常精彩，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们
在头饰上犯下的错误，把更多的
注意力回归到两位演员的表演。

结尾与原著不相符？
“原著只有两生两世，我

们要弥补成三生三世”

赵小丁：我们用了一种轮回
的概念。在结尾，夜华的灵魂实

际上是回到了墨渊的身上，也就
是 说 ，白 浅 始 终 爱 的 是 同 一 个
人。其实我们在前面有铺垫，墨
渊在平定擎苍时丧生，之后夜华
就降生了，其实他就是墨渊灵魂
的转世。片尾的倒放，就是用视
觉语言来表现所谓轮回的概念。

萨支磊：小说名字叫《三生三
世十里桃花》，但通读完小说后，
我们发现其实只有两生两世，这
对于电影创作来说是不完整的，
所以我们作出了弥补。我们综合
了很多意见，包括召集书迷做调
研，最后做出了大胆的选择，把夜
华和墨渊往同一个人的方向上
靠，这样才是真正的“三生三世”。

选角只重颜值流量？
“重视流量并不是罪，导

演给两位主演打高分”

赵小丁：作为导演，我对两位
主演是打高分的。他们都非常敬
业，片中有很多动作戏要吊威亚，
一个镜头拍几十遍，演员肩膀胳
膊都磨出了血痕，非常辛苦。除
了一些危险度极高的镜头，演员
都是亲自上阵。

萨支磊：选亦菲是因为当时
几十万网友投票觉得她最合适。
选杨洋是看了他在《左耳》中的表
现，觉得他非常适合夜华这个角
色。现在有一种论调，认为选择
流量小生就是一种罪、有颜值的
人就不会演戏，这对于年轻演员
来说是不公平的。杨洋对自己非
常严苛，他每演一段戏都让助理
拍下来，导演喊停之后，他会看回
放，如果发现不对的地方，会跟导
演说再来一遍。

人物线索删减太多？
“电影空间有限，通过三

部曲讲清三生三世”

赵小丁：电影最大的难点就
是把几十万字的小说变成 1 小时
50 分钟的影像体系，我们必须在

人物上作取舍，忍痛割爱，
把有限的篇幅放在白浅和
夜华身上。为了戏剧冲突，
才保留了素锦和玄女这两
个对手角色。

萨支磊：开发这个项目
时，从最初的大纲到后期的
剧本，每一步我们都是跟书
迷一起走过来的。我们会
拍三部曲，第二部的剧本第
一稿已经完成了，主要讲述

“第一世”司音和墨渊的关
系，第三部主要讲述“第二
世”夜华和素素在凡间的故
事。现在第一部先打下基
础，之后再进行扩充，把整
个“ 三 生 三 世 ”说 清 楚 。

王莉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票房与吐槽声浪齐飞，
导演赵小丁回应争议：

“制作有瑕疵，接受
大家客观的批评”

电影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以下简称《三生三世》)6 日票房突
破 4 亿元大关，口碑表现却未如预
期。网上有消息称杨洋粉丝通过
买票锁场的方式保证电影排片，但
遭遇部分影院退票处理。《三生三
世》的制片人萨支磊接受采访时回
应，影院有自己的考量。

“锁场”是爱的表达方式

电影版《三生三世》的口碑没
有能够和票房一样飘红。7 万多
人在豆瓣网上点评该片，超过一半
给出了三星以下的低分评价。疑
似原著抄袭、网游特效、杨洋与刘
亦菲CP无感等各种争议包围了这
部 IP 改编大片。而关于演员粉丝
锁场却遭遇影院以机器故障为名
的退票传闻，更是把该片推上了舆
论的风口浪尖。有网友贴图爆料，

杨洋的粉丝通过购买热点场次一
两张票的行为来保证影院对《三生
三世》的排片，但可能是鉴于《战狼
2》三倍于《三生三世》的上座率，有
影院以机器故障为名取消了被“锁
场”的场次。

《三生三世》的制片人萨支磊
回应称，他认为所谓的“锁场”绝对
不是大规模现象，而且影院有自己
的考量，无可厚非，没有必要上升
到阴谋论解读。萨支磊认为，粉丝
买票支持偶像同样无可厚非，“我
觉得粉丝买票是证明他们对于这
个偶像的爱、对于这个作品爱的一
种表达方式。”

“抄袭”我们也是受害者

早前，同档期竞争对手《战狼
2》编剧曾在微博发文，暗讽《三生
三世》原著小说抄袭。萨支磊回应

称，他们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
买了版权，“如果小说被证实抄袭，
我们也是受害者”。导演赵小丁则
强调，电影剧本创作阶段已经把容
易引起争议的部分删除了，“有很
多原创的情节和台词”。

抛开“抄袭”的影响，关于《三
生三世》叙事杂乱，节奏混乱的批
评也不绝于耳，还有较真的观众
指出电影只拍了“两生两世”。萨
支磊表示，自己看小说的时候也
有同样的困惑，感觉讲的是两生
两世，所以在改编成电影的时候
使用了“轮回”的概念。赵小丁则
表示，小说改编电影最难的就是
把二十几万字浓缩在一个多小时
的时长里，因此必须有所取舍。

“很多剧迷跟我说，他们喜欢东华
帝君与凤九这对 CP，还有人喜欢
鬼族二王子，电影没有这么多篇
幅，必须要做出调整。”

制片人回应：影院有自己的考量

传粉丝锁场传粉丝锁场《《三生三世三生三世》》遭影院退票遭影院退票

由李光洁、金星等主演的新版《林海雪原》正在安徽
卫视播出。对于这一部被改编过京剧、电影、电视剧等多
种形式的作品，该剧在演员起用上可以算是最大胆的一
版，不仅塑造了年龄感最小的“杨子荣”“少剑波”，金星饰
演的“蝴蝶迷”也备受争议。记者独家采访了该剧导演金
姝慧，在她看来，金星屏幕呈现出来的年龄状态以及气质
都与该剧的要求吻合。

剧情：75个人物基本来自原著

《林海雪原》讲述了东北民主联军剿匪小分队与土匪
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剧中，李光洁、张睿分别担纲两大
男主“杨子荣”和“少剑波”，倪大红扮演狡猾霸气的“座山
雕”，金星则挑战心狠手辣的“蝴蝶迷”。自 1957 年曲波
的原著问世，《林海雪原》曾被改编成评书、连环画、现代
京剧、话剧、老电影、电视剧、3D 电影等艺术形式。时至
今日，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经典唱段《打虎上山》
仍被广泛传唱。

作为一部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据导演金姝慧介绍，
新版《林海雪原》按照书中的脉络，依次展现了“血洗杉岚
站”“奇袭奶头山”“夜袭夹皮沟”“智取威虎山”“暗战神河
庙”“谋攻大锅盔”这些大的段落。《林海雪原》中人物众
多，人物性格复杂。金姝慧表示，剧本中角色多达75位，
这些人物基本都是小说中的，只有黄觉饰演的关毅中是
重新创作的，小常宝一家人是从京剧中移植过来的，其余
的基本上都是从小说中提取出来的。金姝慧坦言，观众
可能会有一些疑问，比如大家并没有在原著中见到“醉
花”“殷八字”这样的字眼儿，而这恰恰是新版给威虎山八
大金刚取的名字。

演员：金星有争议也有亮点

对于该剧演员部分，目前最大的争议则来自金星扮
演的“蝴蝶迷”。原著小说中，蝴蝶迷是一个嗓音尖利，言
语粗鲁，很霸气的女土匪。而金星的演技并没有呈现出
这样一个蝴蝶迷，有网友称，在全剧开始骂大当家的情节
中，金星饰演的蝴蝶迷霸气不足，矫揉有余，而这本来应
该是一场凸显蝴蝶迷性格的戏份，金星对这场戏的处理
也让很多网友感到“只看到肢体动作而感受不到情绪”。
对于之所以选择表演经验欠缺的金星来扮演蝴蝶迷，金
姝慧坦言，这确实是这个戏最大的争议，但她认为这也是
本剧最大的亮点。“金星是东北籍的艺术家，屏幕呈现出
来年龄状态以及气质都与我们的要求吻合。而且她自身
也是一位仗义执言、对艺术和职业精神都极有担当的人，
这一切都是我喜欢的。”

此外，李光洁扮演的杨子荣、少剑波的扮演者张睿也
被网友质疑年龄感偏小。金姝慧表示，六十年代京剧里
把 203 首长用老生的形式体现的，很多人会认为这版少
剑波过于年轻了，但其实书中的少剑波只有22岁。在以
往的改编中，王洛勇、张涵予都曾经扮演过杨子荣，大家
印象中杨子荣留着络腮胡，头戴土匪帽，身穿厚重皮氅，
无疑是一个年近四十的彪形大汉。对此，金姝慧表示，李
光洁饰演的杨子荣是最有朝气、最符合真实年龄的一版
杨子荣，“他应该不是一位‘大叔’，历史上这位英雄人物
牺牲的时候才31岁。”

感情线没有平添误会、吃醋

从长篇小说到最近的电影大片，《林海雪原》中杨子
荣始终是一身孤胆的剿匪英雄。在 2003 年的电视剧版
本中，曾经因为增加了杨子荣的感情线而引发了一些争
议。金姝慧告诉记者，这次的版本中，关于情感的展现基
本都是围绕着“军民”“战友”“亲情”这一方向展开的。至
于爱情，只有关于少剑波和白茹这一条线，并没有增加其
他的分支，而且就是“按照原著中的脉络发展的，那种感
情产生的基础也是自然的，纯净的，并没有为了迎合什么
而去平添一些什么误会，吃醋这些元素。”

专访导演：东北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拍摄难度大

问：剧中的人物造型，比如杨子荣、座山雕，有观众觉
得和电影《智取威虎山》非常相似。在人物造型上，有借
鉴一些什么片子吗？

金姝慧：如果说借鉴，那么我在这里要感谢所有的关
于《林海雪原》影视剧、舞台剧的任何一个版本的艺术家
们，正是有了之前的那些作品的呈现，我们才从中提取了
精华，汲取了养分。我当时的一个概念就是绝不能在现
代审美的格局下给观众一个“年代农村戏”感觉，历史不
能违背，故事的格局以及人物关系都要建立在原基础，但
造型应该可以适当的夸张，尤其是土匪部分，它有这样的
空间。

问：这部剧在拍摄过程中，难度最大的地方是什么？
金姝慧：拍摄经典名著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风险的

事。创作上，我想就是要把五个部分分出不同的气质，我
党我军、夹皮沟农民、奶头山匪帮、威虎山匪帮、大锅盔匪
帮，让大家看到不同的派别不同的体系呈现出不同的状
态。还有，鉴于这部戏的特殊性，我们一定要在冬天拍
摄，而且有大量的需要在东北完成的外景，太冷了，零下
三四十摄氏度是家常便饭。 据新京报

《林海雪原》热播，选角年龄感小惹争议

2017版的“杨子荣”
不再是“大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