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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 洋）“唱的时
候要带出感情，不能只会用发声技
巧。”5 月 4 日，河南歌舞演艺集团
排练厅内，著名指挥家吴涛正在指
挥河南省歌剧团的团员们进行紧
张的排练。练习结束，吴涛对记者
说：“再过 9 天，我们的交响合唱

《朝阳沟》就要代表河南参加第十
届中国深圳文博会艺术节了，而且
还要与深圳交响乐团合作，时间不

等人啊。”
提起与深圳交响乐团的合作，

吴 涛 兴 致 很 高 。 他 说 ，创 立 于
1982 年的深圳交响乐团是我国优
秀的职业交响乐团之一，该乐团现
任总监是柏林音乐学院指挥系主
任克里斯蒂安·爱华德教授，他在
国际、国内乐坛拥有很高的艺术地
位。与他们合作不仅说明交响合
唱《朝阳沟》的艺术魅力已经超越

了地域界限，更证明了近年来河南
省交响乐团、河南省歌剧团的发展
吸引了全国同行的目光。“这是一
次特别新颖的尝试。南北音乐人
出于对优秀音乐作品的热爱走到
一起，本身就令人激动。”吴涛说。

自去年 5月登陆国家大剧院，
交响合唱《朝阳沟》的影响力逐渐延
伸到海外。今年2月，这部作品在印
尼掀起了“中国热”、“中原热”。东

南亚国家联盟秘书处公共事务局局
长李键雄就称赞交响合唱《朝阳沟》
用极具中国特色的交响乐，让他们
认识了中国、记住了河南。正是出
于对作品质量的保证，吴涛与主唱
陈静、霍锟等人丝毫不敢懈怠，连

“五一”假期都没有休息，而是一边
排练，一边与深圳交响乐团进行沟
通。深圳交响乐团团长陈川松满
怀信心地说：“经过与河南歌舞演

艺集团的多次沟通，我们相信《朝
阳沟》一定会在深圳大放异彩。”

吴涛表示，交响合唱《朝阳沟》
是传统戏剧在演出形式上的一次
创新，已得到专家和观众的广泛认
可。交响乐为《朝阳沟》插上了翅
膀，它不仅是“河南的交响”，也是

“世界的旋律”。我们准备明年赴
美国演出，让《朝阳沟》载着中原人
的心声，唱到世界人民心里。④4

张艺谋执导的新片《归来》
将于 16 日起在全国公映。张艺
谋日前谈到这部影片时表示，影
片最大看点在于“看巩俐和陈道
明如何演绎一个感人至深的爱
情故事”，而他则想通过矢志不
移的爱情和所有丝丝入扣的细
节去反映一个大时代。

张艺谋说，电影《归来》改编
自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最后
30页的内容，讲述的是男主人公
陆焉识（陈道明饰）回家的故事：
患病的妻子冯婉瑜（巩俐饰）已
认不出他，他们怀着各自强烈而
执着的爱，在永远的等待中一起
慢慢变老……

在 日 前 曝 光 的 预 告 片 中 ，
“畏罪潜逃”“罪加一等”“好好跳
你的吴清华”等时代感极强的台
词 展 现 出 故 事 背 景 的“ 沸 腾 年
代”，轻快音乐中陈道明一句欣

喜的“婉瑜，我回来了”之后，情
节急转直下，几次盼归又几次将

“归人”赶出家门，围绕“归来”主
题生发出多种变奏，影片情节一
波三折。

“《归来》讲述的是一个悲欢
离合的爱情故事，时代是背景，
打动观者的终究是情感，因为情
感是共通的。”张艺谋说。

他说，电影的主干剧情是原
著《陆犯焉识》的尾部，因此小说
之前的情节都成为剧情的铺垫，
通过点点滴滴的细节来表现，突
出一种“以小见大”的质感。

“《归来》的拍摄运用了一种
内敛的、节制的、简约的方法。我
想通过矢志不移的爱情和所有丝
丝入扣的细节去反映一个大时
代，呈现对时代的思考和之后的
沉淀。”张艺谋说。④4

（据新华社电）

本报讯 （记者王晓欣）精美
的山水画、细腻的工笔画、巧夺
天工的手工艺作品……5 月份，
省美术馆推出风格各异的四大
展览：摹古出新·祖莪书画展、华
情已——陈湘波作品展、省书法
美术摄影展和中国国际手工文
化创意产业博览会。

摹古出新·祖莪书画展于 4月
29日——5月9日举办。祖莪作为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书画
临摹传承人，其作品就像一首首抒
情诗，风格质朴清新、宁静和谐，
于不经意处凝聚着深远的古意。

华情已——陈湘波作品展于
5 月 1 日——10 日举办。陈湘波

是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馆长，此
次展出的是陈湘波近年来创作的
工笔画、写意花鸟画等作品。

中国国际手工文化创意产
业博览会将于 5 月 14 日——18
日举办。作为 5 月份最为重量
级的展览，此次展出的作品涉及
拼布、编织、刺绣、彩绘等多种手
工种类，不仅展示了我国民间手
工和当代原创作品，还展示了来
自美国、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
的百余件工艺品。

而在 5月 23日——27日举办
的省书法美术摄影展上，观众可
以欣赏到我省书法、美术、摄影界
众多艺术家的精品力作。④4

本报讯 金庸武侠大剧《侠客行》日前在
浙江安吉开机。张纪中携导演钟少雄、赵箭，
主演蔡宜达、张嘉倪等出席了开机仪式。这是
自 2008年《倚天屠龙记》后，时隔 6年张纪中再
次备战金庸武侠剧。

相较于金庸其他小说，《侠客行》在改编上
颇有难度，它既无明确时代背景，亦无宏大场
面，而且篇幅容量少，但在张纪中看来《侠客
行》却是最有“寓言特色”的作品，是一部展现

“恩怨江湖路，浮世众生相”的浮世绘式作品，
可以更好地传达“武侠待人接物的态度”。

张纪中表示，相比金庸其他系列作品的创
作，《侠客行》更多展现对于人性的剖析，展现
作为一块璞玉的石破天跟那些看似强大实则
内心软弱的人的对比。张纪中说：“《侠客行》
这部作品重在体现人物的品格，可谓寓教于
乐，会告诉年轻人应该如何做一个善良质朴的
人，怎么用质朴的心态走完人生，充满正能
量。”他还透露准备把金庸的 14部作品都拍一
遍，今年除《侠客行》外，还将在 10月拍摄第九
部新剧《书剑恩仇录》。

开机发布会上，张纪中公布了该剧男一号由
蔡宜达饰演，而且这次他还一人分饰两角——
石破天、石中玉。“琼瑶女郎”张嘉倪饰演女一
号、古灵精怪的丁珰。④4 （文 娱）

电影《同桌的你》上线短短几天票房斩获过
亿，却难以摆脱“叫座不叫好”的尴尬。一堆足
以让“80 后”深情怀旧的成长元素，安插在一个
白开水般的爱情故事中，自然难以引起观众的
情感共鸣。近几年许多国产电影靠时代元素、
成长元素、明星元素将众多观众引入影院，却并
没有引人入胜。因为不在讲故事上好好下功
夫，“元素周期表”再全，也难称大片。

与许多出生在上世纪 80 年代之初的人一
样，《同桌的你》中的男女主人公 1993 年上初
中，1999 年上大学，2003 年大学毕业。按理说，
如此契合的时光经历，足以让这个爱情故事勾
起许多而立之人的深情回忆。但整个影片流水
账般地还原了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经过马拉松
式的恋爱，最终各有所属的历程。虽然故事囊
括了从初中同桌莫名爱慕、高考前互励互助到
大学海誓山盟的全过程，但爱情没有刻骨铭心，
怀旧缺乏留恋不舍。在不经意间触动心弦的，
还是片尾人们耳熟能详的同名歌曲的旋律以及
一句“同桌就是只属于两个人的空间”的结语。

用庞大明星阵容拍摄的“情景再现片”，给人
最大的启示在影片外：“80 后”早已步入社会舞
台，他们已有怀旧的需求，也因“不差钱”有了怀
旧的“资本”，成为继“老三届”“70后”之后的国产
电影目标人群。或许，整个电影就从这里出发，
构思如何将观众从电脑和手机前吸引到影院里。

要吊起一代人的胃口，就要有一代人的成
长元素，于是《同桌的你》里就有了大白兔奶糖、
纸条传情、穿着军训迷彩服的大学新生、拥挤而
又凌乱的大学宿舍。要有时代元素，于是就有
了“9·11”事件的电视画面、大学校园里日复一
日的口播新闻。还要有让人忍俊不禁的笑点、

“包袱”，于是就有了理工科大学生自制“窃听
器”的无厘头和非典时期高校隔离区内学生与
保安的斗智斗勇。再加上发生在许多“80 后”
身上或身边的爱情梗概，整个影片初具雏形，稍
加串联即可。但就像在泥塑的公鸡上插上一堆
色彩绚烂的鸡毛，只因没有魂，凭你拿着多少
米，唤鸡也不动。

回想这 10 多年来的国产大片，通过类似
“反向构思”手法吊起观众胃口的何其多也。相
比偌大的电脑屏幕，影院的大屏高清效果更能
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震撼。或许正因如此，
国产影片有一段时间刻意追逐大场面、大手笔、
大特技。在一片骂声中，这样的电影也曾创下
票房奇迹，却也留下“有震动无感动”的遗憾。
不会讲故事成了国产电影难以承受之重。

电影艺术的真谛，是用虚幻的故事将人们
引入以为是真的事实中进行情感消费。搁下急
功近利，国产电影会跳出“元素周期表”的怪圈，
拍出更多赢得鲜花与掌声的好片。

从大片到名片，人们期待国产电影再次华
丽转身。④4

本报讯 作家刘心武日前
推出长篇现实主义力作《飘窗》，

《人民文学》杂志今年第五期全
文刊出，漓江出版社将在本月底
出版发行单行本。刘心武坦言：

“在这里，我试图书写当代生存
形态，镜照我们这个时空的人性
与尊严。”

刘心武 1977 年以短篇小说
《班主任》蜚声文坛，1985年发表
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获第二届
茅盾文学奖，上世纪 90年代出版
长篇佳作《风过耳》、《四牌楼》等
之后转入《红楼梦》研究，进入 21
世纪后更是极少创作小说。为

何如今重拾旧笔？对此，刘心武
谈道：“我一直在种四棵树：小
说、散文、建筑评论和《红楼梦》
研究，其中写小说讲故事是我由
内而外自发的热情。”

创作这部 16 万字的《飘窗》
时，刘心武已过古稀之年。书中
描写了包括薛去疾在内的近 30
个人物，展现出当代各层人等的
生 存 困 境 、人 性 尊 严 以 及 斑 驳
的世间风景。刘心武称写作素
材和灵感都来自自家书房飘窗
外 晃 过 的“ 身 影 ”，他 表 示《飘
窗》只是讲故事，没有任何教化
意图。④4 （文 娱）

本报讯 一档寻亲催泪节目
《等着我》4月初开始在央视综合
频道正式开播，主持人正是在央
视春晚舞台上主持了 13 年的倪
萍。倪萍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从 10 年前离开舞台，到今天
转身回归，这一切都是顺其自然。

习惯了倪萍在央视春晚上激
情澎湃的主持风格，再看到她在

《等着我》上好似唠家常一般和求
助者聊天，很多人感觉倪萍更接地
气了。倪萍对此表示，《等着我》这
档公益节目是以寻人故事为载体，
打造公益寻人平台的寻人节目。
主持这个节目就是要平等地和普
通人说话，这个平等不仅仅是语调
上的，还要有一颗平等的心。

倪萍并不讳言自己因为太久
没有拿话筒，担心做不好这档节
目。她甚至花了半个月时间看
各种电视谈话节目。对于观众
反映的倪萍煽情的主持风格在
这档节目中有所变化这个话题，
倪萍表示：“过去做综艺节目不
能太接地气，肯定得喊。现在这
个节目一定要贴近观众，不必太
字正腔圆。我告诉我的化妆师，
一定不要给我浓妆艳抹、穿太艳
丽的衣服，我需要以一颗平常心
来做这档节目。”④4 （文 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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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张 钦

张纪中再拍金庸剧

《同桌的你》上线短短几天票

房斩获过亿，却难以摆脱“叫座不

叫好”的尴尬。从《那些年我们追过

的女孩》到《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

春》，再到《同桌的你》，这些清纯的

爱情影片一次又一次引发了观众对

青春的集体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