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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馆大展人气火爆

观影人次首次破亿，三部影片总票房远超去年同期

这个国庆档，史上最强！
的视听效果。但编剧汪海林评价，该片
重点突出了民航系统优异的服务意识，
却也反衬出乘客的自私散漫。此外，片
中英雄机组成员的个性塑造流于表面，
尽管张涵予、袁泉的演技足够过硬，但缺
乏表演空间。
“论视觉效果和紧张程度，
《攀登者》
在国庆档最好，但影片没有充分展现个
人命运与时代、社会的关系，爱情戏显得
累赘，情话略尬，效果大打折扣。”汪海林
说。不少观众甚至吐槽，如果《攀登者》
删去吴京和章子怡谈恋爱的戏份，电影
整体剧情和节奏会好很多。

本报记者 袁云儿

假期第六天，
观影
人次便突破一亿，
这也
是国庆档历史上观影人
次首次破亿。截至7日
晚10时，
根据猫眼数据，
9月30日至10月7日的
总票房已达50.42亿元，
远远超过去年十月全月
票房 36.48 亿元。
《我和
我的祖国》成为国庆档
首部破20亿元的电影，
创造献礼片票房历史新
高，
《中国机长》
《攀登者》
也相继破19亿元和8亿
元，
三部影片累计总票
房已达 49.94 亿元。这
个国庆档，
票房与口碑
齐飞，
各种纪录被一再
刷新，
三部主旋律影片
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
上了一份厚礼，
也创造
了
“史上最强国庆档”
。

启示
重视创意是主旋律创作的根本

共赢
三部影片有望突破 50 亿
三部电影的竞争从点映和预售阶段
就已经开始。凭借吴京、章子怡的号召
力，
《攀登者》预售一开始遥遥领先，但
《我和我的祖国》依靠高口碑后发制人，
其 9 月 28 日以 0.5%的排片占据了 8.1%
的票房，上座率高达 88%，创下了近两年
的点映新高，场均人次也创造了国产片
点映场的新纪录。
9 月 30 日上映首日，
《攀登者》和《我
和我的祖国》保持了 32%以上的排片，
《中国机长》则拿到了近 30%的排片，最
终首日票房旗鼓相当，
《我和我的祖国》
以 2.98 亿元居冠军，
《中国机长》以 2.63

节后有话说

亿元次之，
《攀登者》首日 2.08 亿元居第
创作的又一次进步。”影评人韩浩月认
三，
三部影片砍下了将近100%的大盘票房， 为，主旋律商业片经历了从弘扬信仰到
使同档期的其他影片完全丧失了竞争力。
传递爱国的关键词转换，在《我和我的祖
随着影片上映后口碑持续发酵，
“三
国》中则采取了最低的视角，拍摄出最朴
强”之争也逐渐进入白热化。国庆假期
素最动人的情绪。
“七位导演的七个故事
前四天，
《我和我的祖国》票房始终占据
是高度统一的，从小人物视角折射出我
领头羊地位，且前三天日票房连续突破 3
们国家这 70 年的巨变，格局宏大，堪称
亿元大关。但从假期第五天起，
《中国机 ‘滴水见海’
。
”
长》开始了其主出品方博纳一贯的逆袭
被称为中国电影导演“梦之队”带来
路线，票房一路上扬，顺利登顶日票房冠
的同题竞技，成为《我和我的祖国》的一
军宝座。按照目前的走势看，该片有望
大观影乐趣。从目前观众反馈来看，宁
在节后收获更多票房，甚至最终成为“三
浩的《北京你好》和徐峥的《夺冠》最受欢
强中的最强”。与这两部影片相比，
《攀
迎，老将陈凯歌的《白昼流星》反而没能
登者》高开低走，票房也有望冲击 10 亿元
入许多观众的眼。
大关。三部影片在国庆七天的总票房有
在影评人曾念群看来，这七部短片
望突破 50 亿元。
风格调性不一，各有长处和优势，大部分
导演都较好地完成了使命。
“《北京你好》
评价
展现了北京市民的善与美，就连那种喜
欢嘚瑟的性格短板也显得很可爱；
《相
与观众爱国热情形成共振
遇》人物塑造很成功，主演张译光用眼神
好看、感动、震撼，成为多数观众在
就奉献出了极其感人的表演；
《白昼流
评价这三部献礼片时提到的关键词。从
星》虽有生硬的地方，但在影像上做得最
口碑上看，三部影片的观感都达到了较
好，立意也很有深度，把载人航天和脱贫
高的水平，与观众高涨的爱国热情获得
结合在一起，把浪子回头和国家大事相
较好的共振。在豆瓣网上，
《我和我的祖
勾连，
浪漫而有诗意。
”
国》以 8.0 分赢得最多好评，
《中国机长》
《中 国 机 长》改 编 自 真 实 的 新 闻 事
和《攀登者》则以 7.0 分和 6.7 分次之。
件，在场面营造和气氛渲染上，香港导演
“《我和我的祖国》是主旋律商业片
刘伟强按照灾难片的路数给予观众较好

“今年国庆档影院的气氛跟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庆典保持同步，很多观众都
把看这三部献礼片当成庆祝活动的一部
分。”国庆期间，影评人曾念群分别前往
耀莱成龙影城五棵松店、大观楼影城、保
利国际影城天安门店调研，均感受到了
观众空前的观影热情。
“三家影院的氛围
都特别热闹喜庆，影院也为国庆档做了
很多准备：有现场陈设不同年代老物件
供观众合影的，有举办中国电影发展展
览的，还有做国庆快闪活动的，都增加了
观众观影的仪式感和互动感。很多家长
用这三部影片对孩子进行爱国教育，还
有一家三代去看的，有的老人都几十年
没进过影院了，
很让人感动。”
2019 年国庆档取得了空前佳绩，三
部大片的成功无疑为今后主旋律影片的
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借鉴。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饶曙光
说：
“三部影片既有符合时代精神的主流
价值，又熟练运用类型化的叙事方式与
年轻人对话，再利用商业化的手段和方
式激发观众的爱国热情，而爱国热潮成
为电影消费的原动力，进而形成了持续
性观影狂潮。”他认为，重视创意应成为
主旋律影片创作的根本。
韩浩月则建议，主旋律影片应该更
注重本土化，在拍摄主旋律影片时心态
应该再纯粹一点，影片元素不宜过多。
像《攀登者》又想拍爱国，又想拍冒险，还
想拍爱情，
主题一多就有些飘忽不定。
曾念群则表示，
国庆档三部影片的成
功说明主旋律影片一定要做好市场诉求，
要兼顾市场，
这样才能被更多人传播。

71 岁的
“小字辈”
，92 岁的老大哥，21 位老艺术家聚首长安喜度重阳——

今天是我们的生日！
本报记者 关一文
又是一年菊花黄，满城浮香在重
阳。昨晚，一年一度的重阳节京剧演唱
会如期而至，来自全国各地的老艺术家
和戏迷们欢聚长安大戏院，
共襄盛会。
“霜叶红于二月花”九九重阳节京
剧老艺术家演唱会是长安节令戏演出的
典范，也是一年中最受戏迷们期待的演
出之一。老艺术家们由“花甲”
“ 古稀”
“耄耋”三个年龄段组成，他们都曾是各
行当、各流派、各院团的中流砥柱，具有
顶尖的艺术水平和舞台经验，在这一天
从全国各地汇集长安，
共襄一场演唱会。
今年重阳节共有 21 位老艺术家登
台演唱，行当齐全，流派纷呈。
“ 京胡圣
手 ”燕 守 平 先 生 为 大 家 演 奏 曲 牌《迎
春》，将美好的气氛烘托起来。71 岁的
裘派花脸侯连英演唱的《盗御马》选段

博得头彩。别看他年逾古稀，却是当晚
参加演出的“小字辈”。72 岁的李世英
带来荀派脍炙人口的《红娘》选段，她的
表演活灵活现，眼神唱段里都是戏，让
观众连连叫好。尚小云先生的长孙女
尚慧敏还未登场，台下已一片掌声。只
见她一头银发，表情生动，一身粉红色
装扮喜气洋洋，她带来尚派《汉明妃》选
段。74 岁的裘派花脸名家康万生具有
裘盛戎的神韵气质，又有金少山那种黄
钟大吕的气度，他演唱的《除三害》选段
声震屋瓦。92 岁的舒昌玉老师是当晚
演出的最长者，他演唱经典剧目《西施》
选段，令观众陶醉其中。
重阳节老艺术家京剧演唱会已经举
办了13届，
截至目前，
已有超过150位老
艺术家在长安的舞台上相聚重阳，共唱
经典。
“重阳节是老人节，长安大戏院提
供给老艺术家们一个平台，让大家到了

重阳节的时候来舞台上唱一段，给大家
一个念想。通过这种形式，让老人更健
康，这样他们的艺术就能传授给下一
代。
”长安大戏院总经理赵洪涛介绍。
能够让这么多
“角儿”
汇聚一堂并非
易事，
因为 70 岁到 90 岁这个群体里，
尚
能登台演唱的老艺术家并不多。赵洪涛
介绍，每年长安大戏院都会提前半年从
全国范围内通过各种渠道包括活跃的票
房来发掘老艺术家，尤其是每年需要加
入新面孔，
这无疑增加了选角的难度。
“重阳节就像我的生日一样，每年
都 期 待 这 一 天 的 演 出 ，我 必 须 好 好
唱！”74 岁的康万生从天津赶来，他已
经连续好几年参加了演出，两个月前他
刚得了疱疹，眼睛红肿，不得不戴墨镜
登台，即使如此，他依然精神矍铄，情绪
饱满。
72 岁的李世英则是第一次参加重

侯连英
阳节京剧演唱会。她说：
“ 我退休后就
很少登台演唱了，戏曲的观众多是老
人，这台演出让老观众看到了自己曾经
的偶像如今的样子，无论对于演员还是
戏迷都是非常难得的。这是一场大联
欢，
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本报记者 刘平摄

艾夫曼刷新观众对古典芭蕾认知
蕾专家古雪夫的学生，是白淑湘、赵汝蘅
了一小段其余作品。第二幕主要采用了
等我国芭蕾专家的“师弟”。他勇于创新 《C 大调弦乐小夜曲》和《悲怆》的部分乐
座无虚席！座无虚席！还是座无虚
的才华，早就被中国同行广泛认可。
章。可当这些音符被用来解释作曲家自
席！国庆节期间拉开帷幕的第四届中国
此次舞团带来的《柴可夫斯基》创作
身悲剧的成因时，却带给观众无比剧烈
国际芭蕾演出季首周就创造了四座皆惊
于 1993 年，并于 2007 年首次来京演出。 的心灵冲击。柴可夫斯基内心的挣扎、
的奇迹。创造奇迹的是国际顶级编舞大
艾夫曼大胆地在舞台上创造了柴可夫斯
碰撞、撕裂和无助，深深感染着观众。关
师鲍里斯·艾夫曼亲自率领的俄罗斯圣
基的二重身形象，试图阐述其音乐作品
于艾夫曼对柴可夫斯基悲剧给出的“研
彼得堡艾夫曼芭蕾舞团。他们带来的每
中悲剧感的来源。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指
究报告”，有的观众看出是金钱资助和心
一部作品都属于古典芭蕾范畴，但注重
导了我几十年，给了我创作的能量。我
灵独立的矛盾，有的观众看出与主人公
戏剧性和主人公心理变化的独特编排， 一直试图了解，他这么有才华、这么成
的非正常恋爱有关，而在艾夫曼看来“折
配以演员高强度、高难度的演绎，刷新了
功，可他的作品为何充满悲剧性？”艾夫
磨他灵魂的主要根源是他对自己差异性
人们对俄式芭蕾的认知，让激情、冲突、 曼说，这部作品是他探究柴氏悲剧后给
的压抑意识。
”
紧张甚至癫狂，也成了俄罗斯芭蕾作品
第二部作品《安娜·卡列尼娜》充分发
出的答案。整部作品的每一个音符都来
的标签。
挥了舞蹈善于表达情绪的天然优势，
以生
自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第一幕主要采用
鲍里斯·艾夫曼对于中国同行来说 《E 小调第五交响曲》作为配乐，四个乐章
动的肢体语汇将安娜深陷其中并毁于其中
并不陌生。他是曾来华援建的俄罗斯芭
的激情展现出来。
“我发现中国观众非常熟
都被采纳，顺序也未曾改变，中间只穿插

“在天安门前留影是很多中国人
都向往的事情。这幅画描绘的是蓝天
白云下，
在天安门前留影的人们，
画的
构图是平衡稳定的……”
10月7日下午
两点，
中国美术馆一层，
在孙滋溪创作
的油画《天安门前》处，
志愿者吴蜀康正
在为观众讲解。国庆假期，
中国美术馆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而
举办的大型美术作品展
“伟大历程 壮
丽画卷”
吸引了大批观众前来观展。
“这次展出的作品太多了，很多
好作品值得一讲。”展览首次调用中
国美术馆全部展示空间，近 500 件经
典美术作品纷纷亮相，
中国美术馆在
每 天 10 点 和 14 点 安 排 志 愿 者 讲
解。在吴蜀康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
解过程中，听讲的观众越聚越多，上
至两鬓斑白的老者，
下至刚刚上学的
儿童，足有几十号人。在讲解中，不
时有观众与吴蜀康讨论作品细节。
“现在观众的艺术素养跟前些年大不
一样了！”
吴蜀康感慨道。

在齐白石水墨画《和平万年》前，
几名小朋友席地而坐，
专注地用画笔
临摹着荷花。带队的路老师来自一
家美术培训机构，
他介绍这些临摹名
画的孩子们年龄都在 10 岁至 12 岁
之间。
“平常他们都在教室里画，
这回
中国美术馆办大展，
正好孩子们也放
假，我们就让孩子们来看看名家作
品。这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
有的画
几年也不会拿出来展览一次。”也有
一些家长带着孩子来观展，
在志愿者
吴蜀康讲解完以后，
还有一位小朋友
不停询问不明白的地方。
据中国美术馆工作人员介绍，
10 月 4 日一场秋雨突降京城，气温
骤降，但却未浇灭观众的参观热情。
一张照片显示，
当天参观者撑着雨伞
在美术馆门口排起长队，
队伍一直延
续到地铁中国美术馆站内。截至 7
日中午，中国美术馆已经迎来 52573
名观众，这意味着从 2 日开展以来，
平均每天有近万人走进美术馆参观
此次展览。据悉，展览将持续至 11
月 2 日。
本报记者 饶强摄

陈凯歌李少红坐镇演员选拔节目
本报记者 李夏至
由腾讯视频出品的导演选角真
人秀《演员请就位》定档，将于 10 月
11 日起在腾讯视频独家播出。
不同于以往演技类综艺中将倾
向性选择“演员”作为节目评委的常
规操作，这一次，
《演员请就位》将审
评表演的重任交到了专业导演的
手 中 ，而 担 此 重 任 的 正 是 陈 凯 歌、
李 少 红 、赵 薇 、郭 敬 明 四 位 导 演 。
四位导演将作为“主角”，真实呈现
在节目中对演员打磨，以及对影视
作品掌控的全过程。50 名优秀演
员需要在节目设置的重重关卡中
接受来自导演和观众的高标准考
核 ，角 逐 2019 年 度《演 员 请 就 位》
“最佳演员”的称号。演员开始分组
对抗，导演开启抢人大战，激烈的竞
争势必会引发更大的节目冲突和精

彩看点。
明道、阿娇、炎亚纶、牛骏峰、于
小彤、杨迪、彭小苒……纵观预告短
片中的演员名单，他们或许已有耳
熟能详的代表作却依旧渴望突破瓶
颈撕掉角色标签，或许蓄势待发急
需更好地雕琢打磨激发自身潜力。
而《演员请就位》则在恰当的时机为
他们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舞台，让他
们能够获得与名导合作，接受专业
指导的宝贵机会。
节目中，导演们除了要对演员
表演提出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建议，
还会对演技之外的部分进行评点。
大到剧本的改编斟酌、场景灯光的
布局设置，小到演员微表情的洞察
调整甚至是走位设计，导演们都将
带领观众全面审视节目中的每一个
微小环节，以此帮助观众更好地理
解影视作品的创作全过程。

《对话百家》记录百余作家对话录

一周三部激情作品上演，第四届中国国际芭蕾演出季首周四座皆惊

本报记者 李洋

本报记者 王广燕

悉托尔斯泰的作品，
这部小说很厚，
如果抛
去其中的社会、
哲学等话题，
芭蕾舞其实可
以最准确地塑造安娜的形象，
甚至超出语
言和词汇，
准确表现出那让她走向死亡的
激情。
”
艾夫曼的自信也得到了现场观众通
过掌声给出的回应。
昨 晚 ，第 三 部 作 品《卡 拉 马 佐 夫 兄
弟》登台，虽然这部作品去年秋天刚来过
北京，
但依然受到观众的热情追捧。
今年恰逢中俄建交 70 周年，艾夫曼
与中国同行的合作还将延续。11 月中
旬，艾夫曼芭团在圣彼得堡将揭幕一座
儿童舞蹈剧场，届时，中央芭蕾舞团的学
员将与俄、德两国舞蹈学校的学员同台
献艺，这些小学员们将再续芭蕾国际交
流的佳话。

本报讯（记者 路艳霞）
《对话百
家》系列丛书日前面世，该丛书收录
了王蒙、王安忆、陈忠实、迟子建、宗
璞、莫言、贾平凹等 130 位中国当代
著名作家的对话录。
据介绍，访谈内容主要包括创作
思想、
构思方法、
写作技巧、
艺术创新、
文学理论等。全书编辑过程中将文本
中随着时间推移而失效的内容进行了
剔除。
在对话中，
作家们执着的文学生
活和曲折的人生经历像一幅幅画卷
般逐渐展现在读者眼前。他们的言

谈中饱含思想和智慧之光，
以图书的
形式被长久地保留下来，
为一代代的
文学爱好者指路。
丛 书 主 编 李 清 川 说 ，丛 书 以
130 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最新作
品为主线 ，在文人、文章、文脉、文
鉴这一逻辑下，致力捕捉那些既可
以沉淀为历史，又可以预见未来的
文 化 视 点 ，关 注 那 些 不 是 流 行 的、
潮头的，但一定是动态的、发展的、
有力量的、有灵性的，
“ 出这套丛书
也是为年轻人指引正确方向的精神
血脉。
”

张赫宣推新单曲借此迎
“新生”
本报讯（记者 韩轩）不久前刚与
旧经纪公司解约，昨天，歌手张赫宣
以全新形象走到公众面前。昨天也
是他的生日，
张赫宣举办生日会并推
出全新单曲《疯魔者说》，希望借这首
歌迎来
“新生”
。
张赫宣 2012 年从《中国好声音》
的舞台上脱颖而出，
几年来除了持续
推出专辑和单曲，
还演唱了相当多的
知名影视剧插曲，如曾为《镇魂》
《激
荡》
《空降利刃》等演唱歌曲。
作为送给歌迷的礼物，
张赫宣在

生日会现场推出了全新单曲《疯魔者
说》，歌曲中有“不疯魔不成活”的寓
意。他表示，
现在推出这首歌的意义
是“新生”，要借这首歌重新出发，以
后的音乐作品在风格上也会有一定
改变。谈到未来的计划，他透露，今
年还会陆续推出几首单曲，
新专辑将
在明年与歌迷见面。
“ 新专辑中歌曲
的风格也会各有不同，
但都围绕着焕
然新生的主题。在我出道第八年刚
开始的时候，这是我送给歌迷，也送
给自己的礼物。
”张赫宣说。

钢琴家赵胤胤将演奏莫扎特经典
本报讯（记者 徐颢哲）2019“赵
乐音乐会跨年巡演；
同年，
发行了个人
胤胤和他的朋友们音乐会”
中国巡演
钢琴演奏专辑《胤悦 Moment Joy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举办。 ful》。2018年发行专辑《胤悦II》并携
10 月 14 日、17 日晚，钢琴家赵胤胤
手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全首席室内
将携手举世闻名的德累斯顿国家管
乐团举办“胤·悦——赵胤胤和他的
弦乐团的五位首席演奏家，
登台北京
朋友们”钢琴独奏与室内乐音乐会
世纪剧院，
共同演绎莫扎特三首经典
2018 全国巡演。德累斯顿国家管弦
作品。届时，
赵胤胤和他的朋友们将
乐团于 1548 年创建，是欧洲最古老
以独奏、重奏的形式为京城乐迷奉献
乐团之一。本次音乐会，
赵胤胤和德
两台精彩音乐会。
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五位首席演奏
赵胤胤毕业于纽约茱莉亚音乐
家将带来《C 大调第七钢琴奏鸣曲》
学院。2016 年他举办“胤·悦——赵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
《第九钢琴协
胤胤和他的朋友们钢琴独奏与室内
奏曲》三首莫扎特经典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