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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旋律电影需要更多商业化探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5 月 17 日 ，电 影《音 乐
家》将正式上映，这是首部中
国与哈萨克斯坦合拍的影
片。不过与以往的合拍片相
比，该片显然有更为强烈的
市场探索性。不管是胡军和
袁泉的主演组合，还是选取
冼星海鲜为人知的故事，都
让观众眼前一亮。
很多人都知道冼星海是
中国著名的音乐家，但他的
很多经历却鲜为人知。1940
年，导演袁牧之组织的延安
电影团以“延安和八路军”为
主题进行了一年的战地拍
摄。他们踏遍了八路军整个
北部战线，用了两万米胶卷
拍成电影。因当时延安设备
简陋，无法将胶片制作成电
影，最终组织上决定把胶卷
送往莫斯科显影，并且为影
片配上音乐和解说，派冼星
海前往莫斯科负责此事。
当时正值苏德战争爆
发，战火纷飞，胶卷损毁，冼
星海也被迫转移到哈萨克斯
坦，化名“黄训”。在贫困交
加的困境中，冼星海陆续创
作出了《神圣之战》
《阿曼盖
尔德》等音乐作品，并修改了
《黄河大合唱》。这些脍炙人
口的音乐治愈了战争时期人
们受伤的心灵，也让观众感
受到了音乐的力量。

电影《音乐家》有两个感
人之处。一是冼 星 海 在 中
哈边境望着祖国，却因交通
中断不能越过边境线，想念
妻女却只能流落异国的苦
恼。能看出导演在此处着
墨颇多，希望以人性为切入
点，唤起观众对主角的同情
心。
另一处就是片尾，中哈
两国演奏的《黄河大合唱》通
过交叉蒙太奇的剪辑，最终
辉映在一起，构成强烈的节
奏感和热血燃爆的氛围。冼
星海深情讲述自己将为祖国
献曲，他指挥着哈国乐队演
奏《黄河大合唱》，完成自己
生命最后的绝唱。随后镜头
一转来到 1939 年《黄河大合
唱》在延安首演时的情境，艰
苦的环境下锅碗瓢盆皆成乐
器。
“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
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嘹亮
的歌声响彻神州大地，萦绕
在人们心中。
从主旋律的角度来讲，
该片是合格的，不管是中哈
两国的演员配置还是煽情段
落还是主题教育意义，都是
主旋律合拍片的优秀套路。
不过从商业电影的角度来
讲，该片还是有不少值得商
榷之处。首先就是胡军这名
主演的选择，对于人物传记

《我们的师父》
张凯丽展示
速滑功夫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丛博 实习生 程贺

类电影来说，因为在观众心
中有一个人物原型，所以无
形中对演员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胡军多年来的影视经历
已经在人们心中种下了“硬
汉”的种子，所以即使本人努
力贴近角色，为了拍摄冼星
海病入膏肓的一场戏，减重
将近 20 斤，但在观众看来，
依然无法将胡军和一名孱弱
而倔强的艺术家联系在一
起，使得这种违和感伴随着
整个观影过程。
另外，也许是为了保证
两国演员的戏份，袁泉饰演
的冼星海妻子角色更多是活
在回忆中，成了“传说中的人
物”，给人以头重脚轻之感。

在哈萨克斯坦导演西尔扎
提·亚合甫的镜头中，几处异
国风景拍得格外美好，堪称
神级镜头运用，但国内的场
景就显得过于随意了。
拍摄人物传记性质的电
影有诸多制约，如何在有限
的空间内创作出既契合主旋
律主题又能够进行市场探索
的电影很难。这次的《音乐
家》虽然不完美，却是一种探
索，即使上映后票房无法与
标准的商业大片相提并论，
也能够为以后的同类型片提
供有益的参考。不过对于观
众来说，能够在电影院看到
类型繁多的影片，始终是一
件幸事。

百老汇音乐剧《一个美国人在巴黎》7 月来郑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本报南京专电 国内观
众对好莱坞经典音乐电影
《爱 乐 之 城》很 熟 悉 ，这 部
2015 年在中国上映的电影
致敬了一出经典百老汇音乐
剧《一个美国人在巴黎》。5
月 15 日，大河报·大河客户
端记者获悉，这出音乐剧即
将正式登陆中国，首轮将在
郑州、北京、上海、沈阳、南京
五个一线演出城市巡演，并
将于 7 月 21 日~27 日在河南
保利艺术中心大剧院连演 8
场。
《一个美国人在巴黎》本
来是美国现代派作曲家乔
治·格什温的一部交响乐，乔
治·格什温是美国第一位民
族作曲家，创立了美国所独
具的音乐风格。1928 年，乔
治·格什温在巴黎感受到这
座城市的浪漫，决定将各种
印象和想象力化为音乐，谱
写出《一个美国人在巴黎》。
1951 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
开创了在古典芭蕾舞中加入
现代舞的模式，后来的《西区
故事》
《舞出我人生》等好莱

坞歌舞片都沿用了这类舞蹈
形式。2015 年在国内上映
的音乐剧情片《爱乐之城》也
包含向它致敬的元素。
据介绍，目前风靡百老
汇的音乐剧《一个美国人在
巴黎》正是由这部电影改编
而来，该剧由保利剧院公司
参投，这也是中国公司首次
作为“联合制作人”出现在伦
敦西区音乐剧的大制作阵容
中。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郭文鹏介绍，之
所以引进这部原汁原味的原
版百老汇音乐剧，一方面是
中国观众现在的音乐剧鉴赏
水平飞速提升，需要接触到
更多高质量的音乐剧来满足
文艺生活；另一方面，借助综
艺节目等多种形式，国内的
音乐剧市场正在复苏，急需
大批优秀音乐剧补充到市场
中。
“我们在引进原版音乐剧
的同时，也在着手开发这些
音乐剧的同名中文版，同时
把国内优秀音乐剧也输送到
国外，让外国观众接触、了解
中国的音乐剧，从而做到文

《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剧照

化上的互通互融。”郭文鹏
说。
据悉，
《一个美国人在巴
黎》的引进成本巨大，仅在郑
州的演出成本就达到了 400
万。在确定票价时，河南保
利艺术中心经过讨论后决定
最高票价不超过 1000 元，成
本压力巨大。如何让国内观
众欣赏到优秀的音乐剧是引
进该剧的初衷，郭文鹏介绍，
剧院的经营压力可以通过各
地的相关文化惠民政策来摊

纪实性文化品格传承节目
《我们的师父》上周末播出了第
七期，由于晓光、大张伟、刘宇
宁和董思成组成的“GSG”拜师
团拜访了中国国家话剧院国家
一级演员张凯丽。
除了众所周知的演员身
份，本次张凯丽还透露自己曾
是一名短道速滑队员。
出生在吉林长春的张凯丽
从小在家乡学习速滑，夏天在
烈日下苦练基本功，冬天在零
下 40 摄氏度的室外练习速滑。
虽然后来因为自己的“大
长腿”不适合速滑而退役，却机
缘巧合下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演
员，但是一身速滑功夫还是非
常扎实的。
张凯丽对自己曾经的运动
员生涯也非常骄傲自豪，从小
刻苦的运动训练，除了带给她
健康的体魄，也锻炼了她的意
志和精神，成为宝贵的人生财
富。
冰场上的她依旧身姿矫健
如飞燕，此次重回冰场，也是想
带着徒弟们为冬奥会倒计时
1000 天打 CALL。
对于有着浪漫爱情和幸福
家庭的新师父，徒弟团除了虚
心讨教表演之外，与师父张凯
丽聊得最多的就是爱情、婚姻
和家庭。
张凯丽透露，自己和丈夫
是一见钟情。在她的心中，事
业和家有着同等重要的位置。
她认为在家庭中始终弱化小我
的意识，而强调“我们”的概念，
不在日常生活中去讲道理而是
把爱先放在第一位，凡事商量，
顾及两个人的感受，
尊重性格和
职业差异，
这样的话就会少了许
多矛盾与摩擦，这也是她与丈
夫那么多年爱情保鲜的心得。

薄成本，从而让利观众，让观
众得到更多实惠。
“以郑州为例，这些年文
艺领域的大奖很多都花落河
南，这说明河南观众具有很
高的文艺欣赏能力，只有群
众关心艺术，艺术家才有创
作的欲望和动力。我们希望
作为推手，通过和河南文化
部门、国外艺术团体的合作，
相信以后河南演出市场的国
际化程度会越来越高。”郭文
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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