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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和《拉赫玛尼

诺夫》日前在上剧场举行新闻发布会，出品

方上汽·上海文化广场邀请了近 700 名粉

丝来到现场，五位音乐剧主演的头像手幅、

易拉宝、展板等“应援物”一应俱全，气氛热

烈堪比明星演唱会。 音乐剧逐渐从冷门小

众走向大众市场，借力“偶像光环”无疑拓

宽了观众群体。 但也有专家认为， 要小心

“光环” 盖过音乐剧最重要的作品本身，太

过依靠明星流量也折射出国内音乐剧行业

不成熟的一面。

国内鲜有剧院会以制作人的身份参与

剧目创作， 更少有剧院会对音乐剧行业规

则与内容生产提出如此大胆的口号：“偶像

效应撬动上海市场”“陪你去看音乐剧就在

这上剧场， 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流

星花园》的旋律响起，观众纷纷尖叫，并跟

随改编歌词挥舞手中的横幅、 打开闪光灯

的手机……文化广场以粉丝见面会的形式

举办音乐剧发布会， 背后是上海音乐剧市

场日益浓厚的粉丝文化：发布会散场后，不

少“迷妹”还聚集在上剧场门外等候音乐剧

演员出现； 中文音乐剧演出到上海的首演

场，“粉丝后援会”精心准备的展板、花篮几

乎从不缺席。 资深中文音乐剧制作人苏莉

茗观察到，其他城市也有“追”演员一刷再

刷的粉丝，但都没有上海那么多。

音乐剧选角中自带流量的演员能对票

房起到很大提升，已逐渐受到业内公认。演

员与观众互动的活动也因此越来越多，制

作方期望增加粉丝粘度， 给演员未来的演

艺生涯和音乐剧市场更大的发展空间。《拉

赫玛尼诺夫》 尚未开演， 剧情也在保密阶

段，发布会上就已出现“拉赫玛尼诺夫后援

会” 热情赞助特别定制标签的矿泉水———

卡司初定，演员粉丝就纷纷转发，预定大量

演出票，剧目“未演先红”。

另一方面，“偶像光环”并非万灵药。不

久前某外国音乐剧明星宣布将在上海举办

演唱会，虽然其主演的音乐剧一票难求，演

唱会销售却不如预期， 最终取消了部分场

次。 音乐剧明星的粉丝群体相对来说较为

小众，单凭“偶像光环”推广演出项目风险

巨大。

文化广场负责人表示， 在音乐剧选角

过程中，“流量”不是唯一标准。首先要考虑

演员是否契合角色，保障演出的艺术品质。

“音乐剧市场不断涌现中文精品剧目，为年

轻演员提供发展平台、积累人气的机会；而

演员则用“偶像光环”反哺剧目收益，才能

形成市场发展良性循环。”《我的遗愿清单》

去年 8 月首演后大受好评， 韩国版权方甚至表示一些本土化改

编的效果比原版更好，舞美设计、剧情改编、演员现场互动等多

处细节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经历北京巡演和今年 3 月

的第二轮巡演，共吸引观众逾万人次后，丁辉、于晓璘、张志等演

员才进入观众的认知。 热情的粉丝自发宣传、带动票房和热度，

也带来了第三季演出的回归。

“制作成本允许的情况下，能请到‘明星’演员当然是不错的

选择，但文化广场不会刻意为了‘流量’而选择‘明星’。中国音乐

剧中观众熟悉的面孔其实并不多，相对于消费‘明星’，市场的健

康发展更需要优秀的剧目去培育‘明星’。 ”

伦敦西区和纽约百老汇都反对音乐剧明星化， 中国音乐剧

市场欣然拥抱偶像效应是否与行业规律“背道而驰”？对此，上海

音乐学院教授陶辛认为，音乐剧作品的宣传中，作品本身和演员

人气占怎样的分量和行业发展阶段有关。经典作品 IP 需要漫长

时间培育，而演员人气扶植所需时间短暂得多，可以迅速提升音

乐剧热度。 西区和百老汇的经典剧目能够连续驻场上演几年甚

至几十年，不可能仅靠偶像的流量支撑市场；而在中国以及日韩

等其他亚洲市场的剧场演出，明星卡司仍对票房举足轻重。

“产业发展的标准，究竟是作品的完善还是‘流量’的提升，

见仁见智。 ”陶辛说，中国音乐剧产业发展现阶段可以先提升规

模，但文化艺术的目标方向仍是培育经典作品，业内对此应有清

醒的认识。

阿加莎的《原告证人》
连演八年热度不减

五场演出、 共 7000 张演出票全部售罄， 一张不剩。 这是

昨天在上海大剧院开启新一轮演出的悬疑话剧 《原告证人》 所

点燃的观剧热潮。 这部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捕鼠器戏剧工作

室联合打造的话剧首演于 2011 年， 已经连演了八年， 创下了

130 多场每场均一票难求的票房奇迹。 与 《无人生还》 一样，

《原告证人》 也是出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 这些年， 以

“阿加莎系列” 为代表的悬疑话剧， 在上海的演出市场始终热

度不减， 演一轮 “爆” 一轮。 有人认为， 推理小说的黄金时代

已经过去， 悬疑话剧已经不是当下戏剧舞台的主流， 那么， 依

旧坚挺的阿加莎， 又为何始终在票房市场一枝独秀呢？

捕鼠器戏剧工作室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在近十年中， 将

《捕鼠器》 《意外来客》 《原告证人》 《谋杀正在直播》 等多

部阿加莎作品搬上了话剧舞台， 几乎每一部戏都获得了观众的

认可。 纵观这十年的热潮不难发现， 此类话剧类型无论在戏剧

感还是节奏感上， 都非常适合作为培养话剧观众、 引导观众

“入门” 的文化演出产品。 加之阿加莎一贯的扑朔迷离的破案

故事讲法， 带给观众的代入感和 “爽感” 亦契合大众文化的流

行。 在谈到 《原告证人》 这部作品时， 该剧制作人童歆对记者

说， “‘阿婆’ 的经典剧本、 演员精湛的表演以及导演对法庭

场面的掌控， 共同成就了 《原告证人》 的火爆。”

一个多世纪以来， 阿加莎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拥趸。 曾主

编过阿加莎作品全集的三毛写下过这样的评论： “她的每一部

作品都是今日世纪的迷宫， 一旦进入她的世界， 就会无法抗拒

的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 在里面进行上千场华丽辉

煌的捉迷藏游戏， 乐而忘返。” 著名作家王安忆也是阿加莎的

超级书迷， 她甚至写了一本 《华丽家族》 来逐一阐述阿加莎小

说里的人物。 而 《原告证人》 中出现的 40 个人物， 无论主角

还是龙套， 堪称个个出彩。

《原告证人》 在舞台上呈现的是一场纯正的英式法庭激

辩， 高高在上的法官， 只凭几句苍老的咳嗽就能吸引住观众；

只有一次出场机会， 却把老女人的自卑嫉妒演绎得华彩纷呈的

女仆……辩护律师、 法官、 原告妻子， 个个在庭上唇枪舌剑、

令人过目不忘， 上话著名演员宋忆宁和吕凉等更是这部作品的

“金牌保障”。

话剧 《原告证人》 由阿加莎亲自执笔， 改编自她的同名短

篇小说， 但舞台版和小说的结局不同。 该剧 1953 年在伦敦连

续上演 468 场后， 继而被搬上百老汇舞台上演 645 场， 并获得

纽约剧评家协会最佳外国戏剧奖。 此后于 1957 年被改编成同

名电影， 搬上好莱坞银幕， 由比利·怀尔德执导， 查尔斯·劳顿

和玛琳·黛德丽主演。 这部改编电影获得了诸多殊荣， 包括 7

项奥斯卡提名。

一件件异宝奇珍尽显唐代艺术之美
见证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的碰撞

《花舞大唐春：解读何家村遗宝》揭开近半个世纪前重大考古发现神秘面纱

在考古文博界，如果有人问，通过什么

文物可以认识大唐盛世？ 答案中一定包括何

家村遗宝。 1970年 10月发现的这些珍宝，没

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淡忘， 反而以独有的魅

力，谜一样地吸引学界不断地探索、破解。 日

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花舞大唐春：解

读何家村遗宝》，为人们揭开神秘面纱。

在书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

东方对何家村遗宝进行了系统解读，并附有

数百幅全彩珍贵文物图片。 高贵的玉器、奢

华的金银器……一件件异宝奇珍尽显唐代

艺术之美，也展现了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

的碰撞。

偶然发掘出的两瓮一罐，惊
呆了世人

1970 年 10 月 5 日，西安南郊何家村正

在进行房屋建设， 当地基下挖到近一米深

时，一个陶瓮露了出来。这个陶瓮看似普通，

除了体量较大外，也无特别之处。 可打开盖

子一看，里面有银碗、银盘，金盆、金杯……

耀眼的文物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

六天后的 10 月 11 日，在陶瓮北侧约 1

米处又发现一个陶瓮和一个银罐。 经清点、

登记，两瓮一罐内共有金银器、银铤、银饼、

银板、钱币、玛瑙器、水晶器、玉器、金箔、麸

金 、宝石及朱砂 、石英 、琥珀 、石乳等文物

1000 余件。 其中金银器皿最多，共 271 件。

金器总重量 298 两，银器总重量 3900 多两，

夺目的闪耀令人惊诧不已。

据记载，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西安

地区发现唐代窖藏文物约 20 处， 可没有一

处在数量、种类和品级上能与何家村遗宝相

比，它们的发现极大地填补了唐代物质文化

的空白，其中许多更是前所未见。

伴随这些珍宝的发掘出土，一系列疑问

随之而来：何家村遗宝的主人是谁？ 精美的

器物来自哪里？ 何时被埋入地下？ 为什么要

埋入地下……近半个世纪，学界不断有专家

尝试找出答案，各类论述层出不穷。然而，不

管结论如何，对何家村遗宝价值的肯定却是

出奇一致，认为它们尽显了大唐盛世的雍容

与华贵，唐代精妙的艺术、文化的融合、宫廷

贵族生活 、金银制作工艺 、租庸调制 、医药

等，都在这批遗宝中得到淋漓的反映。

杨贵妃“同款”，打破了人们
对于香囊的常规认识

其中的一件国宝，和杨贵妃联系在了一

起，打破了人们对于香囊的常规认识。 它是

“葡萄花鸟纹银香囊”，此前曾亮相《国家宝

藏》第一辑第四期。

据史料记载，唐代安史之乱，玄宗不得

不处死宠妃杨玉环，并将其葬于马嵬坡。 而

后玄宗自蜀地重返京都，思念旧情，秘密派

人改葬贵妃，但挖开旧冢时发现：“初瘗时以

紫褥裹之，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 内官以

献，上皇视之凄惋。 ”

香囊几乎是古代贵族女性必备之物，用

丝织品制成。然而，丝织物易腐朽，何以杨贵

妃埋葬后，“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

“葡萄花鸟纹银香囊”的出土，让人们得

知：原来古代的香囊形制多样，除了丝织品，

还有金银制品。 它最初被叫做“薰球”，用白

银制成，整体分三层，外层以花纹镂空，为两

个半圆，以子母口合为一体。 其内又设两层

双轴相联的同心圆机环，大的机环与外球壁

相联，小的机环安香盂。使用时，凭借最内一

层半圆形盂的重力和活动机环的作用，无论

球体如何转动，最里面的香盂总保持平衡状

态。香盂盛装香料，点燃时火星不会外漏，烧

尽的香灰也不至于撒落，设计非常巧妙。

1987 年 4 月， 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唐

代地宫又出土两件相似器物， 再次证明：就

是这种圆形、以往被称为“薰球”的器物，唐

代人叫做香囊。 这一名字被纠正后，激活了

以往对另种文献记载的记忆。 比如，白居易

诗曰：“拂胸轻粉絮，暖手小香囊。”表明香囊

有温度。《孔雀东南飞》中“红罗覆斗账，四角

垂香囊。 ”表明香囊有重量……

据齐东方考证，唐代的香囊直径多在 5

厘米以下，顶部安有环钮、链条、挂钩，可随

身携带，可作为手中的赏玩，可任意摆放，可

四处悬挂，用途广泛，使用十分方便。女性随

身暗藏一枚小巧的香囊而不被人所知，走动

时，周围始终萦绕沁人的芳香，可以达到玉

体飘香的效果。 透过一个古老的物件，可以

看到一个时代风尚。

鸳鸯与海兽的奇异组合，闪
耀着中西合璧的光辉

在出土的何家村遗宝中，一批不同于中

原文化的西域异宝引人关注，被视为丝绸之

路上东西方文明碰撞孕育出的一颗颗明珠。

以“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为例，波涛汹涌的

水波中心托起一只戏水的海兽，边上却奇异

地伴有一对鸳鸯，中西合璧的光辉闪耀在这

件艺术作品上。

据透露，类似的银碗，河北赞皇东魏李

希宗夫妇墓出土过一件，英国不列颠博物馆

也收藏有相似的，两件银碗的时代和产地可

能相同，应是印度北部或伊朗东南部公元 4

世纪至 5 世纪的作品，较之何家村的这件银

碗，要早两个世纪以上。 水波纹银碗凸起的

水波、海兽，已表明与中国传统装饰的不同，

然而碗外壁满饰由禽兽、花草、山石、鹿、羊、

狐、兔、鸟构成的花纹，生动有趣，这些都是

唐朝流行的纹样。碗内底海兽边相伴的鸳鸯

戏水，更具唐代风格。 这件鎏金海兽水波纹

银碗可能受到了粟特风格的影响，而粟特风

格又多来自伊朗萨珊王朝，文化的传播在这

件器物上显现出来。

北野武：滚烫温柔的“老顽童”
“北野武影展”月底登陆大光明电影院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花火》《坏孩子

的天空》《阿基里斯与龟》《东京之眼》……作

为日本电影的代表人物之一，北野武今年迈

入了其导演生涯的第三十个年头。作为国际

电影节的常客，北野武的经典作品也被喜爱

日本电影的观众如数家珍。 本月 29 日至 9

月 5 日，由上海电影博物馆举办的“北野武

影展”将登陆大光明电影院，通过胶片放映

经典影片带影迷走近北野武滚烫却温柔的

人生。

“我超越不了黑泽明 ，但我
会尽量追赶”

“北野，你干得很不错。 如果没有你，日

本的电影的未来将会一片混沌。 ”日本电影

大师黑泽明去世前给北野武留下了这样一

封亲笔信， 这封信也成为了他最珍爱的礼

物，每当电影事业遇到了瓶颈， 北野武总会

看着信， 跟黑泽明说一句： “好吧， 大师，

我就坚持再拍一部电影吧。” 不过他也说，

黑泽明的艺术高度他永远无法企及，只能尽

量追赶。

北野武的脾气生来暴躁刚烈，他的导演

处女作《凶暴的男人》也是因为在片场导演

与其意见严重不和退出剧组后，当时作为演

员的北野武误打误撞接过了导筒。 怎知，影

片里直截了当的叙事风格和北野武恰到好

处的演绎受到了大量好评，这部戏不仅为北

野武获得了日本电影学院奖的奖项，也成为

了其日后“暴力美学”电影风格的奠基之作。

1994 年， 一场摩托车意外事故让北野

武多处重伤， 甚至导致了右脸的面部麻痹。

当时本就不看好北野武的日本电影界纷纷

唱衰，表示“北野武已经完了。”而当三年后，

北野武带着自编自导自演的 《花火》， 在威

尼斯电影节举起日本电影暌违四十年的金

狮奖杯后， 北野武说正是这句 “完了” 让

他憋着一股劲， 决心要拍出一部让所有人

满意的作品。

不可否认，“暴力”是北野武作品的一大

标签，而相比于真刀实枪，北野武似乎更偏

爱拳头。《凶暴的男人》中那个用武力解决一

切的警察、《花火》里对欺负流浪汉的小混混

一顿暴打的男主角“西”、《极恶非道》里黑道

帮派之间赤裸裸的斗争……北野武的代表

作品里，肢体间的强烈冲突是必备品。然而，

北野武“暴力”的用意常常是为了引出影片

“最终的宁静”，就如同《花火》最后，当警察

和黑社会都在追捕“西”时，他与妻子静静垂

钓的场面足以让时间定格。暴力和冲突在北

野武的作品中都是瞬间的情绪喷发，其后的

平静才最能引发观众的思考。

而北野武的影片清单里也不乏 “骨子

里就温柔” 的作品， 《那年夏天， 宁静的

海 》 《菊次郎的夏天 》 《阿基里斯与龟 》

等都能让人看见日本电影中熟悉的那份安

宁和清新。 尽管一生都在随性和不羁中生

活， 已年过 70 的北野武谈起自己的电影生

涯也多了份从容： “《阿基里斯与龟》 这部

电影一定程度上也在说自己的故事， 主人

公误以为自己有艺术才能， 一心逐梦， 而

现实却愈发残酷。 总结来说， 有些事情还

是要适可而止， 量力而行。 ”

画画、写小说、开潮牌，电影
之外也有“燃烧”着的人生

“虽然辛苦，我还是选择那种以几亿度

高温飞速燃烧的人生，”在随笔集《北野武的

小酒馆》里，北野武这样写道。搞笑艺人出身

的北野武在认真拍电影的同时从不把自己

局限在摄像机和银幕前。 他最广为人知的

“业余爱好”便是画画，不少电影作品中都出

现过他画作的身影。尽管已经到了能够独立

开展的水平，但他却说自己的绘画功力比不

上小学生。

“我从不觉得自己是个画家，画画也只

是为了好玩。 我画画的基本，就是想画出和

孩子差不多的东西，自由自在，随心所欲。 ”

他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说道。

电影导演与潮牌听上去似乎有些风马

牛不相及，但就在最近，北野武还推出了属

于自己的时尚品牌“北野蓝”，亲自操刀设计

了品牌的印花图案，并将日本传统文化融入

到了自己的现代画中。

年过 70，谈及未来的计划，北野武仍旧

有很多想法。 写小说，把年轻时候的故事和

遭遇到的种种都写下来，关于电影，他说还

想拍摄一部完全打破常规的作品。 1947 年

出生的北野武，身体力行地告诉外界：滚烫

的人生，未完待续。

■本报记者 李婷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本报记者 吴钰

■本报记者 童薇菁

《菊次郎的夏

天》 被称作为北野

武创作历程中最具

自传性质、 最富温

情的一部作品， 讲

述了小男孩正男和

隔壁的叔叔菊次郎

在去东京的途中发

生了一系列故事 。

图为该片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