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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好莱坞特效大
片《头号玩家》《复仇者联盟
3》在国内上映，震撼的视听
效果透射出好莱坞电影科技
制片的超高水平。这不禁让
人回想起十年前上映的《阿
凡达》，第一次大规模采用
3D技术放映，让中国观众认
识到什么是3D电影，也掀起
一股国产片3D特效热潮。

但始终会有观众问，为
什么我们仍拍不出像《阿凡
达》这样的特效电影呢？前
些年，坊间流传着中国电影

“伪3D”“五毛钱特效”，和
终端消费市场相比，技术对
于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贡献
力似乎相形见绌。事实上，
中国电影人对先进技术总是
充满着好奇与热情，在技术
成分上并不落后，但在运用
上总欠一把火，折射出我们
对于技术的创新与转化能力
还不够成熟。

问题背后，是部分中国
电影人对于技术的非理性认
知。前几年不少国产电影宣
发都会强调“《阿凡达》特效
团队制作”，成为一种炒作的
噱头。但技术的功能是辅助
电影的艺术表达，不应是一
种市场的追捧与附和行为。
当年，詹姆斯·卡梅隆为了拍
摄《阿凡达》发明了虚拟摄影
机，阿方索·卡隆为了拍摄

《地心引力》发明了“宇宙灯
箱”。反观我国，不少电影导
演却是急于拿到了现成的技
术，再去考虑制造什么效
果。这种思维并不利于技术
与艺术的契合，花高价钱买
来的技术无法有效转化，很
可能沦为“五毛钱特效”。

更深层的原因，还是中
国电影“手工作坊”制作模式
下对于技术研发的缺失。在
工业化体系成熟的好莱坞，
一部电影制作团队分工明
细、各司其职，且有着十分规
范严格的操作及薪酬标准，
因此在电影技术上，有专门
或定制的研发团队，同时有
合理比例的资金来保障技术
的运用。但在国内，往往一
个导演、制片人或者演员的
作用占据半壁江山，而非整
个电影工业流程在主导。这
种情况下，电影制作中的技
术研发缺乏针对性，运用形
式粗放，资金更多流向导演、
明星，也压缩了对技术的投
入，最终产出不尽如人意的
音视效。另外，工业化体系
不成熟也影响了影院放映技
术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我们
有先进的激光放映、IMAX，
但银幕比例不合理、亮度低
等问题阻碍了技术的施展。

电影人应意识到，基于
艺术创作的技术不再只是技
术本身，它必须融入电影的
创作与生产整个流程，在紧
跟市场风向的同时，更要有
针对性地将技术成果转化为
艺术成果。要解决中国电影
这一“技术之困”，还需从
人才、市场、政策等各领域
将短板补齐。

微风携着细雨，在这个本已经有
些炎热的时节，陪同我们在广东东莞
樟木头镇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汇展
中心，观看“百场公益群艺汇演”第
53场演出。

阵阵掌声与欢呼声在观音山的山
水之间回响，与雨雾一起融入了春雷
滚滚的天际。我没有想到，在参加

“中外作家交流营”活动期间，赶上
了这场别开生面的演出。

雨在洋洋洒洒地飘落着，演员们
在台上热情饱满地演唱，台下座无虚
席，观众将一拨儿又一拨儿的掌声献
给舞台上的演员。这情景，我已久
违。不看商演有十余载了，这种大规
模的义演更是极少遇见。在市场经济
的背景下，一家民营企业居然办起了
公益事业，而且公益演出要达到百
场，这既出乎意料，也让我备感兴
奋。意料之外的是，在百姓看演出动
辄就要掏成百上千元门票钱的当下，
竟然有企业请大家免费看演出；兴奋
的是，在东莞这块地界上，有企业家

以“让百姓尽情娱乐，让艺术贴近生
活”的方式做公益事业，这是惠及大
众的善举。

来自上海的观众马女士说：“平
生第一次看公益演出，开始还怀疑公
益演出就是走形式、走过场，找一些
不入流的演员糊弄老百姓。可看了几
个节目才知道，主办方是真心实意办
公益的。演员非常好，有水平也卖力
气，还直接与我们互动。这是真正接
地气的艺术。”

女子群舞《喜鹊喳喳喳》将整个
演出推向了高潮。这支舞蹈以一群喜
鹊为创作蓝本，运用山东秧歌为创作
元素，巧妙结合了民间舞欢快热烈的
特点，展现一群活泼可爱、叽叽喳喳
叫个不停的喜鹊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
美 好 情 景 。 这 群 活 泼 灵 动 的 “ 喜
鹊”，跟风景如画的观音山可谓绝配。

台上融入角色的尽情表演使人不
由想到，公益事业的意义，其实是可以
使人性中最本真的一面，即真善美体
现出来。

“东莞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是国
家的，也是老百姓的。我们要让这绿
水青山造福百姓，金山银山回馈百
姓。森林的功德是汲取大自然的雨露
阳光，然后又返哺给大自然。企业的
一切都取之于民众和社会。我们举办
公益演出，就是让艺术接近大众，让
百姓有一处休闲娱乐的好场所。把观
音山森林公园建设好，成为祖国的文
化遗产，成为真正惠民的乐园，是我最
大的梦想。”黄淦波董事长的一席话，
如雨后清新的空气一样让人心情舒
畅，也透露出他执著做公益事业的决
心和坚持打造不朽文化品牌的意志。

打造百场公益演出文化品牌不仅
需要企业“舍得钱”，还要有甘为群
众义演的文化团体。广州歌舞剧院在
节目的选择上颇费心思，特地挑选了
多支具有中国各地特色的民族舞蹈。
剧院负责人说：“观音山的游客来自
五湖四海，为此，我们特地把全国各
地的歌舞元素融合在节目中，希望观
众能够找到亲切感。”除了运用山东

秧歌元素创作的 《喜鹊喳喳喳》，还
有蒙古族舞 《天鹅之歌》、傣族舞

《红是红啊绿是绿》、藏族舞 《心
声》……”艺术团员们在节目设计上
可谓匠心独运。

如何了解观众对演出是否满意
呢？观音山管委会主任刘志勇说：

“我们和艺术团的演员很注意调动观
众的热情，每次演出都设专人观察观
众的表情和动作反应，一首歌中如果
能响起三次以上的热烈掌声，那就标
志着演唱成功了。我们搞公益演出，
不是走形式，也不是玩花样，要保证
演员有激情，观众有回应。文艺工作
者非常辛苦，值得庆幸的是，每场演
出都很圆满。”

一位“90 后”演员第一次来观
音山演出。他说：“太紧张了，我是
第一次登上这么大的舞台，谢谢主办
方给我这个机会。观众特懂艺术欣
赏，给了我好几次掌声。”拥有上千
位观众的大舞台，对新生代演员来说
是十分难得的锻炼机会，非常利于演
技水平的提高和演艺事业的发展。

“希望‘百场公益演出’能为全
国同行提供经验：把公园及其他公共
设施作为平台，为民众持续送上高质
量的精彩演出；也为文艺团体提供一
个接地气的机会，鼓励他们创作出更
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黄淦波说。

演出结束了，天空也将小雨收回
去了，太阳从山峰的那边升了起来。
黄总那句话其实点出了要害：大森林
的精神是返哺。是呀，人生的意义不
在于索取，而在于奉献。它既表现为
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关键时刻挺身而
出，也融会和渗透在人们日常的工作
和生活中。我们只有不断为他人、民
族、国家作出奉献，人生才更光彩，自
身价值才能更好地彰显。奉献是一种
真诚自愿的付出行为，返哺是一种崇
高的精神境界，是美好的人生追求。

愿我们都拥有大森林一样的胸怀
和返哺的魄力，吐出的是氧气，洒下
的是荫凉，阻止的是风沙，涵养的是
水源……

浙江卫视播出的新版青春爱情剧
《泡沫之夏》 即将收官，一段时间以
来，在年轻人群体中引发关注。这部
剧通过切合当下审美的叙事风格，讲
述了新时代年轻人追逐梦想，实现人
生价值的故事。张雪迎饰演的尹夏沫
是整个故事的灵魂，她出身平凡，屡
屡遭遇命运打击，但她理智、冷静、
坚忍不拔，为了争取幸福美好的生
活，付出全部努力：没有眼泪博同
情，没有依赖男生走捷径，只有为了
梦想努力奔跑，向年轻人传递着不服
输、奋力拼搏、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尹夏沫有着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
确的价值观。她在享受正该享受家庭
温暖的年纪遭遇变故，以柔弱的肩膀
扛起家庭重担，各种心酸埋藏心底并
不抱怨。加入练习生队伍后，尹夏沫
甘愿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
练形体，甚至劈一字马睡觉。她说：

“付出 200%的努力，可能只有 50%的
收获，但如果不付出，可能连这50%
都没有。”进入梦想的行业却没有坦
荡星途，尹夏沫再一次使出不服输的
劲头，潜心深入生活去体察角色、琢
磨演技，最终获得导演认可。从刚毕
业的大学生到成为演员，尹夏沫用努
力、坚持、奋斗和决心，在风雨中走出
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如同小太阳一
般，浑身充满正能量。

小说《泡沫之夏》多年来屡屡被
搬上电视荧屏。此次由耀客传媒操盘
的新版本，在改编时与时代紧密互
动。该剧将故事的大背景放入当今新
青年的生活中，融入时尚元素。3位
主角与时代青年形象无缝链接，他们
对梦想的追求、对情感的执著，传递
着当下年轻人对生活、事业、感情积
极向上的温暖力量。

传统佳节端午节即将到来，日
前，由屈原故里湖北省秭归县打造
的民俗情景歌舞剧 《大端午》 在北
京上演。

一群远古先民载歌载舞祭拜太
阳神的图腾表演拉开了歌舞剧的序
幕。《大端午》 由序·太阳神祭、头
端午·大山情韵、大端午·大江情
思、末端午·大地情怀 4 部分组成，
以秭归深厚的屈原、端午文化为主
题，龙舟竞渡、祭祀屈原、骚坛诗
会、粽子情思等为主要元素，融入
了三峡地区特有的民俗薅草锣鼓、
杨林堂鼓、高腔、花鼓戏等原生态
文化符号，通过专业表演与原生态
情景再现结合，将风情迥异、特色
鲜明的秭归端午展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端午节是中华民族最具代
表性的民族传统节日之一。2009 年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秭归是中
国端午文化发祥地。秭归“一个端
午三次过”“年小端午大”的独特端

午习俗，成为中国端午节成功申报
世界非遗的主要内容之一。

据该剧总导演、湖北省文联副
主席梅昌胜介绍，《大端午》所有声
音素材及音乐灵感都源自秭归，质

朴独特。秭归县委书记卢辉介绍，
该剧 2014年被列入国家文化产业重
点项目，2016 年曾代表中国赴加拿
大蒙特利尔参加了“中加文化交流
年”活动。

由王陆涛导演的电影《因果启
示录》目前正在公映。

王姬、庹宗华、英壮、常索
妮、傅冲、牛犇、姜少华、钱漪等
出演有关角色。影片中，餐厅老板
老魏识破了骗子老胡的诡计，却因
为轻信诈骗短信汇错了款，被债主
收了餐厅。走投无路的老魏明知故
犯加入非法集资行列。年轻的吴胜
为了给爷爷筹钱治病，一头钻进了
这个圈套。最终，贪欲造成几个家
庭的破碎……

影片运用生活化影像、黑色幽
默的方式，警示在道德边缘徘徊的
人要止恶扬善、规范自律。

（春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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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剧《大端午》在京上演
□郑家裕 周华山

用电影呼唤止恶扬善

破解国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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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文明绽放的舞台

《大端午》剧照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喜看广东
东莞樟木头镇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
公益演出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喜看广东
东莞樟木头镇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
公益演出

广东东莞樟木头镇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百场公益群艺汇演”第55场

张雪迎饰演女主角尹夏沫

为配合上合青岛峰会的召开，
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中国对外文
化集团公司承办的上合艺术节日前
在北京亮相。艺术节通过演出、展
览、交流大师班等多种形式的活
动，展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多样文
明，推动各国间的交流互鉴与民心
相通，以文化艺术的独特力量，与
青岛奏响的“上合之声”共振共鸣。

作为艺术节的重要内容，在北
京舞蹈学院举办的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民族舞蹈汇演极为精彩，由上
合组织成员国民族舞蹈团表演的舞
蹈节目缤纷多姿，充分展示了各国
对民族经典舞蹈遗产的继承和富有
时代特色的创新发展。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芭蕾舞团
带来《阿鲁拉尔》，演员们身着传统
民族节庆服饰，以手部、身体和头
部的柔美动作，展示了哈萨克姑娘
的美丽、优雅、温柔。北京舞蹈学
院民族民间舞系演出的 《尼西情
舞》，是广泛流传于中国云南地区的
一种藏族舞蹈，热情、雄健、奔放
的动作，展示了藏族生性豪迈、热
爱生活的个性；北京舞蹈学院中国
古典舞系演出的 《秦王点兵》 和

《相和歌》，均采用中国古典舞语汇
和创作手段，彰显了中国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独特的审美韵味。吉尔吉
斯斯坦“谢梅捷伊”国立舞蹈团表
演的《游牧民族的迁徙》，通过音乐
和舞蹈讲述了吉尔吉斯民族的历史
和文化。莫斯科国立模范“格热
利”舞蹈团带来《巴雷尼亚舞》，伴

随着欢快的民谣和热烈奔放的舞蹈
动作，一幅勇敢、乐观、慷慨的俄
罗斯民族的生活画卷徐徐展开……

5 月 30 日 在 保 利 剧 院 举 办 的
《上合国家民族音乐晚会》上，文化
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出席并致辞。

除了两场演出，艺术节还举办
了介绍各成员国世界文化遗产的图
片展览以及交流活动等。

上合组织成员国艺术节是上合
组织多边文化交流的传统项目，也
是多边文化合作的重要形式。在峰

会召开的同时举办艺术节，起源于
2004 年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峰会。
上合艺术节在为上合峰会营造浓厚
文化氛围的同时，也极大地增进了
成员国之间的交流和友谊。

（穆 雯文并摄影）

乌兹别克斯坦“萨博”民族舞蹈团表演《大美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萨博”民族舞蹈团表演《大美乌兹别克斯坦》

日前，华纳星辰传
媒签约演员郭凯敏及其
北京记忆光年影视文
化传媒，郭凯敏将导演
由华纳星辰传媒出品的
古装电影《汤显祖与牡
丹亭》并饰演男主角汤
显祖。

汤显祖是明代戏曲
家、文学家，其戏剧作
品 《还 魂 记》《紫 钗
记》《南柯记》 和 《邯
郸记》 合称“临川四
梦”，其中 《牡丹亭》
是他的代表作，不但
为 中 国 人 民 所 喜 爱 ，
而且传播到英国、日
本、德国、俄罗斯等

许多国家，被视为世界戏剧艺术
的珍品。

《汤显祖与牡丹亭》 将讲述汤
显祖不寻常的一生，包括他的爱情
经历、创作《牡丹亭》的前前后后
以及任官期间为民伸张正义、从官
场转向剧场后重振戏院青柳社等事
迹，情节跌宕起伏。

影片将在汤显祖的家乡江西抚
州以及庐山等地拍摄。

（鄂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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