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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举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业
内专家认为，电影方面当前的主要矛
盾就是人们对美好电影的需求与电影
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我国已经有了全球公认的火热的电影
市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电影票房
达到 202 亿元，2 月份单月票房达 100
亿元，同比全球第一。今年春节档全
国城市观影达 3 亿人次，目前观影人次
已经突破 20 亿。国产电影在整个市场
上占比优势明显。在这样的形势下，
今后 5年到 10年间，我国电影企业有哪
些规划和发展设想？面临哪些困难，
有哪些希冀？“新时代的中国电影”论
坛上，专家畅所欲言。

要经得起市场检验

以往的一些电影论坛上，议论的焦
点往往是如何拍摄制作明星最多、投资
最大的电影，而现在，业内人士的观念
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大家形成了集体共
识：要做最好、最对、最中国化的内
容，让中国市场接受。论坛主持人、清
华大学教授尹鸿评价，这才是一个事业
的安身立命之本。

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说，他曾经
给光线制订过很多目标，比如成为最高
票房的公司、产业链最完整的公司、中
国最大的电影公司，等等。做了12年电
影之后，他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了，“我
现在只想成为中国最好的内容生产公
司。好电影是我们存在的唯一理由。”
他表示，鉴于去年光线的影片不是特别
理想，现在光线所有员工都在朝一个目
标努力，就是生产最好的内容。“好在
最近的一些影片以及我们即将推出的影
片已经能够传达我们的一些理念，比如

正在上映的 《超时空同居》 以及这次上
海 国 际 电 影 节 的 开 幕 影 片 《动 物 世
界》。近期光线还将推出青春动画电影

《昨日天空》以及黄渤的处女作等。”
博纳影业这两年的新主流电影 《智

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
在市场上引起很好的反响，成为中国电
影工业化制作的标杆。董事长兼总裁于
冬说，他的目标可以用两个字概括：

“深耕”。博纳影业19年来快速增长，也
从不跟风，未来几年博纳都将拍类型电
影，主流电影也都放到类型电影当中去
考虑，“我们尝试用些新的方法和有能
力的团队去做”。

阿里巴巴集团合伙人、阿里影业董
事长兼CEO樊路远说，《红海行动》《芳

华》《前任攻略 3：再见前任》 这些电
影，为什么大家印象深刻？因为它们是

“头部”内容。他认为，去年在我国上
映的好莱坞电影 《头号玩家》 采用了虚
拟世界和电影实拍结合的手法，这种电
影有可能正在引领电影行业的未来，希
望大家关注这些新技术和新方法。

未来十年是最好的时机

专家表示，中国电影经历了从门可
罗雀到排队买票、从票房 9 亿元到今天
接近 600 亿元的历程，成就来之不易。
他们呼吁各个方面共同努力，包括普通
观众，更加理性地构建电影更好的发展
空间。

“现在的中国电影处在一个非常好
的 时 机 和 机 遇 期 ， 是 千 载 难 逢 的 机
会。”于冬认为，今天的好莱坞是职业
经理人的天下，他们领很高的薪酬，但
必须盈利，这影响了各大电影公司创新
能力的发挥，只能不停地把成功的IP拍
续集。所以，“我认为最近 10 年是中国
电影超越好莱坞的最佳时机。”于冬希
望国内的资本要对电影行业宽容，要有
容错机制，不要过分急功近利。“文化
企业，要有全行业对其大力扶植的心态
和容忍度，才能够出好电影。未来 5 年
如果每年都有百亿量级增长，中国电影
达到年度票房1000亿元，电影产业就能
真正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

上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任仲伦
说，保持大家对电影行业的信赖十分重
要，“我经历了中国电影低谷的时代，一
部电影放两场、三个人看，所以很怕电影
产业在发展过程当中因为不健康、不正
常的因素，把发展势头阻挡了。今年一
季度或者说前五个月的表现都证明了我
们的电影行业大有希望。”

中影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江平表
示，作为电影人，自己将做好四件事：
怀揣一颗初心爱电影；挣大两只眼睛看
世界；力争做出符合思想精深、艺术精
良、技术精湛三个标准的作品；还要搞
好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
英雄这四个讴歌。

“这个行业首先不是看它直接的经
济价值，更重要的在于它对国家的政治
经济文化发展、精神消费、城市形象等
都有很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个平台搭建
得越完善，各个不同的、跟电影有关的
企业，才能够长久、专业、健康地发
展，才可以共同做好中国电影产业”，
尹鸿说。

李汉宁原本
是一所大学的书
法副教授，现在
是宝安第一外国
语学校的书法教
师。在大学好好
地当着副教授，
为何到一家中学
当教师？原来，
在 大 学 教 学 期
间，李汉宁发现
大学生书写的汉
字简直“惨不忍
睹 ”“ 不 堪 入
目”。他认为大
学生书写能力降
低与书法教育缺
失深度关联，让
孩子写一手好字
是教师的责任，
于是就有了“屈
尊 下 嫁 ” 的 做
法。这样的教育
工作者让我们肃
然起敬。

学生的汉字
书写能力应该被
放在一个十分重
要位置。曾几何
时，书写不再被

人们所重视。别说孩子的字不行
了，即使是教师，能写一手好字
者也不多，甚至连语文教师都把
基本的黑板书写能力丧失了。科
技时代，教学设备实现了电子
化，教师书写的机会越来越少
了。一些媒体报道，曾经很火爆
的“英雄牌”钢笔也已经“英雄
气短”，销量迅速走低；曾经十
分火爆的 《庞中华字帖》，几乎
无人问津。

汉字的美需要用书写来体
现。对于中国人而言，写好中国
字是每个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
养。书写汉字，本身就是在传承
中华文明。汉字，这笔先民留给
我们的文化宝藏和精神财富，不
应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而被甩到
时代列车之外。让孩子们静下心
来，一笔一画地认真书写汉字，
对提高孩子们的审美情趣，开启
心智，宁心静气，都是有益的。
推广书法教育也需要许多有见识
者亲自参与。从这个角度，我要
为李汉宁点赞。

“广场舞是一片非常大的天地，
很多有趣动人的故事可以传递给受
众。考虑到这样的稀缺性，我们决
定做这样一档节目。”正在安徽卫视
播出的中国首档原创广场舞推广节
目《一起来跳舞》总导演杨莱莱说。

这档节目并非简单的舞蹈晋级
类节目，而是展现更广阔的社会现
状。杨莱莱全程参与节目的话题选
择和舞蹈队伍的指导，感触颇深：“老
年人也有梦想，但这个梦想不是停留
在嘴上。这些叔叔阿姨们用数十年
对广场舞的坚守、热爱，呈现出各种
生活面貌和人生经验。”

节目由金星担任星推官，沈南和
余声担任队长。节目组邀请到来自全
国不同地方、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广
场舞团队，舞蹈类型多样，有民族舞、
爵士舞、街舞，参与者也从原来的高
年龄逐渐向其他年龄段扩张。

作为北京市文化局选定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北京京
剧院新编现代京剧 《宋家姐妹》 即将参加“2018年京津冀
精品剧目展演”活动，于6月26日至28日在长安大戏院连
续演出 3 场。该剧以 1927 年中国革命经受血雨腥风为背
景，以宋氏家族亲情为线索，围绕着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婚
姻展开。由于宋庆龄 （迟小秋饰） 认识到蒋介石的反革命
面目，坚决反对这桩婚姻，因此她与弟弟宋子文 （张建峰
饰）、妹妹宋美龄 （王怡饰）、母亲倪桂珍 （沈文莉饰）、姐
姐宋蔼龄 （张馨月饰） 等至亲陷入了血脉亲情与革命大义
之间的冲突。孙文 （张建峰饰）、张太雷 （谭正岩饰） 也将
登场。剧情以点带面，众演员将一幅复杂的历史画卷展现
在众人面前。

迟小秋发挥程派专长

目前，该剧主演、程派名家、北京京剧院青年团团长
迟小秋正带领大家一起紧张排练。她表示，这出戏集结了
北京京剧院多个流派的优秀演员，展现了各派艺术的精
华，大家精诚合作，是对京剧“一棵菜”精神的极好体现。

迟小秋标志性的婉转低回的程派唱腔，配合情真意切
的表演，将宋庆龄捍卫孙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形象传达给
大家。她说：“作为北京京剧院新创剧目中的一部经典作
品，这出戏是非常成功的。”她还欣喜地表示，“这部戏有
激情，有创新点，吸引了很多年轻戏迷，很多没接触过京
剧的年轻人看过之后说，他们希望京剧是这样的。”多年之
后再度出演《宋家姐妹》，迟小秋对“宋庆龄”有了更深的
理解，“艺术是不断走向成熟的，通过这么多年的演出，通

过听取大家的意见，对照每次演出的录像，我都会对人物
有更深层次的理解，现在再演，结合自己的年龄和舞台阅
历，我想在表演上会更加成熟。”

张馨月、王怡、沈文莉各有章法

在剧中饰演宋霭龄的张馨月表示，七八年前创排 《宋
家姐妹》 时，作为剧组年龄最小的演员，却要饰演三姐妹
中的大姐，她曾有不小的压力，“好在之前排演过 《红灯
记》，知道现代戏应该怎样去演，在舞台上怎样把京剧传统
与现代人物结合。”张馨月也分享了自己的诀窍，“我在这
部戏中加了很多话剧的东西，基本上念白是真声，比较高
的语调会结合一点假声。整体表演尽可能松弛，接近于话
剧，但又不能完全放松，因为戏曲有戏曲的程式。”

出演宋美龄的王怡戏份更为吃重，“我翻阅资料后，越
发感觉这样一个杰出女性，从出身、背景到学识、经历、
理想抱负，是不容易在几十分钟的舞台演出上展现的。”王
怡每一个细节都精心考虑，“比如第一场宋美龄给二姐宋庆
龄送自己的结婚请柬这个情节，人物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
状态，我想了很久，最终我们突出了‘姐妹情’。”

出演宋家三姐妹母亲的沈文莉也感到有压力，“我和迟
小秋团长基本是同龄人，不同于传统戏，现代戏首先形象
上要得到观众的认可。后来我就从动作、气质上来找这个
人物的精髓，迎接这个挑战。”

作为《宋家姐妹》的舞台监督，黄京平副团长说，“这
部作品舞台上运用的多媒体、升降台以及中国胡琴和西方
大提琴的联合呈现，都是京剧史上的第一次，很多专家认
为它可以成为戏曲舞美创作的样板。”

近年来，相声艺术与传承整体发
展不尽如人意，能够被观众铭记在心
和值得回味的精品相声少之又少。为
了重塑相声艺术，天津卫视精心打造
了全国首档原创相声节目 《笑礼相

迎》，试图探索相声艺术的发展新路
径。

相声“生”于北京，“长”于天
津，作为发祥地之一，天津有着相声
生长最肥沃的土壤和最为广泛的群众
基础。《笑礼相迎》也没有辜负地缘优
势，它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立志把规
范、专业的相声作品呈献给观众，以
创新的视角让大众在娱乐中感受传统
文化的不朽魅力，为相声节目的“破
题”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

节目集结了老、中、青三代相声
表演艺术家，在已经播出的节目中，
分别用“家风”“津味相声”“戏曲
梦”等主题邀请青年相声演员进行相
声创作，讲述相声精益求精的创作过
程。这些作品用真情实感打动观众引
发共鸣，用匠人之心阐述平凡人的生
活市井故事，于艺术中诉说生活，又
延展生活之意于节目，成为当下相声
艺术中的一缕清风。

鲜活、诙谐、幽默、讽刺，这是
相声艺术最鲜明的特征。因此要保证

相声艺术的格调和创作源泉，成功找
到新时代的“破题”之路，就必须与
人民群众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参加

《笑礼相迎》 的姜昆、马志明、常贵
田、杨少华等老一辈相声表演艺术
家，在节目中创作的相声作品，从题
材到密集的“笑点”，处处是民众日常
生活中可见、可闻、可感的素材。他
们对这些朴素无华的素材加以提炼，
端出来的就是一件冒着生活热度、散
发着生活气息的艺术佳作。

老一辈相声表演艺术家将相声艺
术发扬光大，但扩大相声的传播度仍
然需要青年相声演员的传承。《笑礼相
迎》 中李菁、苗阜、何云伟、高晓攀
等为代表的青年相声演员，给相声界
带来了新鲜的内容，注入了新的活
力。这些新内容、新活力来源于节目
形式上的改良与创新：既继承与弘扬
传统相声中的架构、技巧、技法以及
前辈相声艺术家的匠人精神，同时也
在作品的内容上结合当今社会现实话
题，找准了传承与创新的融合点。

电视剧 《烈火军校》 正在浙江横店影视城热拍。该剧
由潇湘冬儿编剧，惠楷栋执导，白鹿、许凯、李呈彬、尹
正等出演。

该剧讲述代兄从军的谢襄女扮男装进入陆军讲武堂学
习，与玩世不恭的富家子顾燕帧和冷静沉稳的沈君山成为
同学，共同粉碎敌人阴谋，收获爱情并实现爱国抱负，找到人
生信仰的故事。白鹿在剧中饰演女主角谢襄，为角色她剪去
留了多年的长发，表示在剧中“自己的动作、性格等都要往男
生那面靠近，所以挑战比较大”。

《烈火军校》 基于真实历史背景创作，剧组搭建场景
200余处，剧中主场景讲武堂军校实景搭建，由电影《我不是
潘金莲》《道士下山》的美术设计栾贺鑫操刀，800余名工人耗
时4个月建成，占地面积超2万平方米，呈现出中西合璧的建
筑特色，教室、宿舍、练武场等细节都力求精益求精。

中国电影拥有火热市场之际

做好内容才能安身立命
□本报记者 苗 春

全国首档原创相声节目在津诞生
□冯 琴

让我们一起来跳舞
□刘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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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线传媒出品、正在公映的影片《超时空同居》获极高票房光线传媒出品、正在公映的影片《超时空同居》获极高票房

新编现代京剧《宋家姐妹》

淋漓尽致“一棵菜”
□张岳青

“宋家三姐妹”迟小秋、张馨月、王怡（从左至右）在排练

节目中一群大叔表演的广场舞节目中一群大叔表演的广场舞

《烈火军校》

展现烈火青春
□李小桔

《烈火军校》

展现烈火青春
□李小桔

相声演员杨少华（前）、马志明
（中）与主持人、相声演员李丁（后左）、
裘英俊在节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