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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生活

弘扬主旋律、关照现实题
材是影视市场主流思路，“教
育”又是每个家庭必须面临的
问题，所以当此类影视剧问
世，收视率自然水涨船高。

在同档期PK的两部家庭
教育剧中，孙红雷、曾舜晞领
衔的《带着爸爸去留学》主要
讲述的是孩子去海外求学，其
间和父亲的相处也发生了微
妙的变化；张嘉译、闫妮、赵今
麦主演的《少年派》则聚焦了
高考家庭的教育和两代人的
观念冲突。在接受大河报·大
河客户端记者采访时，《带着
爸爸去留学》编剧刘珂表示，
相对于观众们热议的留学题
材，自己更倾向这部剧是教育
题材，“我们的初衷是想探讨
原生家庭的关系，之所以选择
留学作为背景，是因为在这一
个陌生的环境下，会暴露更多
家庭模式的问题”。

《少年派》编剧之一六六
希望观众从剧中意识到家长
的进步对孩子的重要性。“家
长逼着孩子进步，首先要看看
自己有没有进步，你在这个社
会上处于什么样的阶层。你
每天还在被老板训，你每天
工作还觉得完成不了，你

每一天都觉得活得很累，然
后你要求你的孩子过得比你
好。你还没解决自己的问题
呢，你怎么带领孩子进步？”六

六在接受大河报记者采访
时说。

另外，《少年派》中也
涉及了很多现实问题，
比如中年危机。主演闫
妮表示：“人到中年可能
更能体会生活的无常，
而无常可能正是生活最
本质的状态，现在大家
都会说，小孩子高考不
容易，其实大人也不容
易，每个人都会有不容
易的时候。”同样的成
年人问题也发生在《带
着爸爸去留学》中，刘

珂表示：“成年人的情感和婚
姻状况是影响原生家庭构架
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在
写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时，
没有办法去割裂开他们与成
年人情感层面的关系。”

达到共鸣

“学区房”是很多家长心
中的痛，电影《学区房72小时》
正是从此入手，把一位家长买
房让孩子入学的痛苦摆在观
众面前。6月28日，这部由青
年导演陈晓鸣自编自导的小
成本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低调
公映，围绕一套学区房在72小
时内从买卖波及几家人的连
锁反应，又串联起当下家庭教
育的怪诞现实。

陈晓鸣介绍，为了让孩子
接受更好的教育，他租住到上
海音乐学院附近的高层公寓
中，写剧本间隙，总是俯瞰周
边一片“老破小”。“这些老房
子许多已经完全不能满足当
代人的居住要求了，房间只有
不到10平方米，楼下破旧狭
窄，很多还有安全隐患，但它
们的价格高达一平方米十几
万，而且一房难求。”这就是上
海的学区房。陈晓鸣希望影
片能够做到兼具观影趣味和
批判性的表达，“情节上有反
转，观众能看到惊奇，又转念
发现它的合理。批判的同时，
也有自我批评，有每个人对自
身的反省。我觉得这是我所
寻求的现实主义表达”。

与陈晓鸣相比，邓超则更
侧重于父子两代人的内心沟
通，《银河补习班》讲述了“差
生”马飞在父亲马皓文的陪伴
教育下，从一个教导主任眼中
不可救药的学生，逐渐成为年
级优秀学生，并最终成为航天
员的故事。邓超表示，作为家
长，自己和孙俪在教育孩子的
问题上遇到不少困惑，该给两
个孩子报什么样的补习班，给
孩子们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时
常让夫妻俩感到头疼，也产生

了拍摄这部影片的想法。

如何突破

不管是正在热播的《带着
爸爸去留学》《少年派》，还是
之前的《小别离》《虎妈猫爸》，
往往是开播初期获得无数好
评，但随着剧情的推进，模式
化痕迹越来越重，大都沦为普
通“下饭剧”。业内人士认为，
目前影视从业者已经意识到

“教育”对观众的吸引力，但如
何玩转“教育”题材影视剧，还
需要进一步打开视角。

在这方面可以借鉴一下
印度影视作品，无论是《三傻
大闹宝莱坞》，还是去年在中
国上映的《起跑线》，它们都对
印度的教育制度提出讨论。

“这些能表现出创作者的视
角创新，也会给观众展现
更深层次的现实意义。国
产教育题材影视作品在
创作上需要进一步探
索，不要一味地‘戏份
不够，感情来凑’，这点
要求还是可以实现的。”
一位业内人士说。

“教育”在未来很长一
段时间依然是影视热点，
但“不好做”也成为行业
共识。《小别离》姊妹篇
《小欢喜》《小舍得》将会
陆续问世，出品方柠萌
影业执行副总裁徐晓鸥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
考刚结束，大家看看微
博热搜的前十名，有
多少比例是关于高
考的热搜？可见教
育在我们中国社
会里，是架在家
庭和社会之间
最巧妙最温
暖 的 一 个 细
胞，但是要做教育
系列非常难，因为这
个话题大家太熟悉
了，有一点点失真就
会特别碍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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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暑期档有关家庭教育话题的影视作品适时占据观众视野，《带着爸爸去留学》《少年派》等
亲子教育剧正在热播，电影《学区房72小时》以“买房”切入家庭教育热点，邓超主演的《银河
补习班》也提档至7月19日正式上映。

能预见的是，关于代沟、育儿、留学、二胎政策等社会热点的话题都会成为影视作品的良
好素材，但根据观众反应来开，如何打破传统影视剧的固有套路，让观众真正从中受益，还

是影视从业者要着重思考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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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 1日，记者
从省足协获悉，“建业杯”
2019河南省业余五人制足
球超级联赛预选赛18个分
赛区冠军，共20个进军总决
赛的名额全部产生。

此次赛事分18个赛区，
共320支队伍参赛，比赛从5
月25日开始在全省展开，逢
周末进行。经6周，近600场
角逐，根据规则，郑州和洛阳
赛区前两名及其余各分赛区
冠军将进入总决赛。

8月3日，20支从分赛区
脱颖而出的劲旅将开始总决
赛的争夺，9月7日，新一届
的“建业杯”总冠军就将产
生。

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
作为“建业杯”系列足球公益
赛事的重要内容，是由河南
省慈善总会、河南省球类运
动管理中心、河南省校足办
和河南省足协共同主办，河
南足球事业发展基金会承
办。

本报讯 你知道吗？河
南的青少年打羽毛球也和学
钢琴一样，开始分等级了。7
月 1日，记者从河南省乒网
运动管理中心获悉，中国少
儿七级羽毛球运动水平等级
测试在郑北一中中学部结
束。

近百名少儿羽毛球爱好
者汇聚一堂挥拍比拼，竞逐
我省首批“少儿羽毛球七级
运动员”称号。经过激烈角
逐，最终有50名小选手脱颖
而出获此殊荣。

本次等级测试由中国羽
毛球协会主办。少儿羽毛球
运动水平等级体系由低到高
分别设立了少儿七级运动员
到少儿一级运动员等7个级
别。年龄在16周岁及以下
的青少年儿童均可参与评
定。测试科目包括正手发
球、正手颠球、羽毛球掷远、
立定跳远四项测试科目。

据了解，本次在郑州举
行的等级测试，是中国羽毛
球协会陆续在全国12家测
试机构举行的第一期羽毛球
运动水平等级测试中的一
站，整个测试预计有2000余
名少儿羽毛球爱好者直接参
与其中。

省业余五人制
足球超级联赛
20支队伍跻身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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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小娟

少儿羽毛球水平分七级
你家孩子属于哪一级？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玮皓

《少年派》海报

《银河补习班》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