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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年春节档
上映影片（部分）

《小猪佩奇过大年》

导演：张大鹏、内维尔·阿斯特利等
《疯狂的外星人》

导演：宁浩
主演：黄渤、沈腾、徐峥

《流浪地球》

导演：郭帆
主演：吴京、屈楚萧、李光洁

《廉政风云》

导演：麦兆辉
主演：刘青云、张家辉、林嘉欣

《新喜剧之王》

导演：周星驰
主演：王宝强、鄂靖文、张全蛋

《神探蒲松龄》

导演：严嘉
主演：成龙、阮经天、钟楚曦

更宽频的春节档，更多面的主力选手
作为全年最具市场竞争力的档期， 作

为国产商业片集中发力的档期， 春节档正
以越发宽频的银幕向观众致以新春问候。

这一档期的中国电影， 用擅长的喜剧
精心谋划贺新春的礼物， 用不断更新的技
术手段耕耘中国科幻大片的试验田； 这一
档期允许“故事新编”将传统文化进行一番
创造性转化， 也尊重极富个人风格的导演
求索各自的“作者电影”；这一档期给追梦、

造梦、圆梦的想象力点赞，也让现实里冷峻
的反腐事业发出铿锵之声。

越来越丰赡的信息量、更宽频的表达，

同样体现在这一档期的“主力选手”身上。

从最早的贺岁档动作片， 到前几年的
《铁道飞虎》 《功夫瑜伽》， 观众见证了成
龙戏路的拓宽 。 此番他带来 《神探蒲松
龄》， 可能为更多观众打开中国传统的奇

幻世界 。 沈腾是被春晚舞台带火的
笑匠 ， 今年春节他有 《疯狂的外星
人 》和 《飞驰人生 》两部影片上映 ，无
论是荒诞喜剧里的小人物还是热血
喜剧里的迟暮车王，两者是春节档内
“长在笑点上”的角色。 主演《流浪地
球》的吴京，是典型的武行演员，他的
成绩单里最重要的便是“战狼”系列。

黄渤则是长于各种类型的多面手。 他
的电影履历上 ，《一出好戏 》《记忆大
师》《寻龙诀》《心花路放》《亲爱的》面
目各异。 可见，功夫与喜剧持续受到
市场青睐的同时 ， 中国观众也对近
年来的军事大片 、 文艺片投以更多
关注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更多面的
主力选手与更宽频的春节档格局 ，

其实殊途同归。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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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观影选谁？11部新片定档大年初一
科幻和反腐题材首次亮相春节档

再过一周， 一年一度电影圈见证

奇迹的时刻。

近年的业界经验证明， 春节档不

适用于普通的市场规律， 每一次票房

概念的 “史上最强” 都会被来年的统

计推翻。 档期潜能吸引着大片入市，

农历己亥年大年初一便有11部新片齐

上映。 成龙、 周星驰、 宁浩、 徐峥、

黄渤、 沈腾、 张家辉、 王宝强等， 皆

是票房榜上 “能打” 之人。

近年的观影体验证明， 春节档已

突破喜剧和动作片二分天下的格局。

在中国观众观影经验日益丰富、 中国

电影不断进行品质攻关的场域里， 看

电影这一文化新年俗比单纯的 “喜兴

消费” 意义更丰富。 2017年的 《乘风

破浪 》 抒了一把文艺情 ； 2018年的

《红海行动》 告诉市场， 军事片与过

大年没什么不合时宜。 2019年， 春节

档的类型 、 题材边界进一步拓宽 。

《流浪地球》 走硬科幻路， 《廉政风

云》 亮出反腐一角， 它们在春节档都

可谓 “前无来者”。 即便同属喜剧片，

《疯狂的外星人 》 《新喜剧之王 》

《飞驰人生》 也都添加了新修辞。

此番春节档是否 “最强” 有待检

验， 但 “最新” 已确凿无疑。

“孙悟空”缺席的春节，

“刘慈欣” 俨然中国电影新
晋大IP

从2013年的 《西游·降魔篇》 起，

“孙悟空” 俨然春节档常驻嘉宾。 但

流行的东西， 有真章也有虚妄。 眼看

审美疲劳来袭， 2019年， “孙悟空”

终与春节档松绑。

而作为造梦的使者、 检验电影工

业发展水准的试金石， 幻想类影片依

旧是档期刚需。 手握接力棒的， 一位

是 《神探蒲松龄》， 他将入奇境、 下

凡尘， 在民间神话的叙事中打开中国

传统文化的想象边界； 另一位是 “刘

慈欣”， 《疯狂的外星人》 《流浪地

球》 都与大刘作品有关联， 科幻作家

俨然中国电影界的新晋大IP。

不过， 同属 “刘慈欣周边”， 两

片的命运截然不同 。 《疯狂的外星

人》 只是从短篇 《乡村教师》 里取灵

光一现， 剥离宇宙哲学的软科幻外衣

后， 它骨子里是典型的 “宁式荒诞”。

影片沿袭了导演宁浩与主演黄渤自

《疯狂的石头》 开启的 “耿浩传说”，

还邀来沈腾、 徐峥、 雷佳音等喜剧电

影界的台柱子加盟或客串 。 简介显

示， 耿浩与好友经营着各自的事业，

天外来客的降临打破了二人平静又

拮据的生活 ； 与此同时 ， 神秘力量

派出 “哼哈二将” 全球搜捕外星人，

啼笑皆非的跨物种对决就此上演 。

现实与魔幻杂糅、 荒诞与思考并行，

这是宁浩的拿手好戏 。 导演长袖善

舞的领域外加靠谱演技傍身的阵容，

该片被视作本届春节档竞赛的头号

种子。

《疯狂的外星人》 不太可能 “玩

砸”， 相比之下， 改编自同名小说的

《流浪地球》 充满变数。 对于它， 业

内外观望情绪浓厚。 若第一波口碑良

好， 该片不仅能代表中国科幻大片迈

出一大步， 还可能借春节之势顶穿国

产片票房纪录。 当然， 在这个口碑效

应会被无限放大的档期 ， 一旦初评不

佳， 对其整体走势也将是致命的。 该片

由80后导演郭帆执导， 吴京特别出演，

深植于中国文化土壤的家园情结是故事

的核心推动力。 从已进行的小规模点映

来看， 不妨抱以乐观期待。 北京大学教

授戴锦华评价： “它是一个愚公移山的

故事， 一个几千年来携带家园流浪的故

事， 它成功翻译了大刘作品中那种特有

的元气。 这部电影向我们表明： 中国电

影工业的水准上了一个台阶。 在中国银

幕上， 我们第一次飞向太空。”

冷峻的反腐题材首次进
档，温暖的合家欢或有新解

“人民利益比天高， 反腐之路虽险

必冲” “情为民系， 利为民谋” ———乍

一看， 影片色调冷峻、 言辞铿锵， 与和

和美美的新年搭调吗 ？ 但以一年前的

《红海行动》 为参考， “什么样的题材

与春节更配” 没有标准答案。

港式类型片早就过了一张情怀牌就

能赢得观众好感的时期了 。 仅凭一句

“廉政公署请喝咖啡” 的台词， 并不足

以撩拨往日情 。 但以四个月前的 《无

双 》 探路 ， “如何接上内地市场的地

气” 有了成功范例。

两颗定心丸入肚 ， 《廉政风云 》

以港式反腐题材首次进档 ， 既求差异

化竞争 ， 也在一定程度上宣示了作品

的底气。

影片由麦兆辉编剧并导演， 庄文强

监制 ， 麦庄二人联手的 《无间道 》 系

列、 《窃听风云》 系列至今都是港片江

湖的经典风雷。 而刘青云、 张家辉等构

成的演员阵容， 也称得上港片 “高配”。

故事从一桩历经多年的行贿案开始， 随

着案件与人物抽丝剥茧， 悬疑、 反腐、

情感三条戏剧线交织并行 ， 影片的副

标题 “烟幕 ” 更暗示了剧情层层反转

的走向———港式班底叠加典型港味故

事， 《廉政风云》 的收成或将具有某种

风向标意义———品质和题材， 哪个才是

权重项？

就在春节档不断接纳 “非典型”

贺岁片入驻的同时， 业界对真正合家

欢的企盼从未中断 。 不久前 ， 短片

《啥是佩奇》 刷了屏。 作为中英合拍

片 《小猪佩奇过大年 》 的广告片 ，

《啥是佩奇 》 与动画正片风格迥异 。

《啥是佩奇》 所以走红， 无非戳中了

中国人的情感所指 ： 佳期是归期 ，

山高水长难阻情深意长 。 从另一层

面说， 这佐证了观众对合家欢的莫大

需求。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鸿

认为： “真正的合家欢影片， 未必以

家庭为叙事背景， 但必须符合全家的

价值观念 、 审美习惯和智识需求 。”

它应当能屈能伸， 既能让孩子抵达浅

层的愉悦， 也得给成人走深一步、 想

多一层留个入口。 照此标准， 《熊出

没·原始时代》 未必 “成人不宜”， 而

《新喜剧之王》 也可能让孩子对 “梦

想” 怀抱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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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黄启哲） 上海越剧院将于今明两晚

在上海大剧院举办 “恰是故人来———纪念越剧宗师陆锦花专

场演出”， 陆锦花的弟子和越剧名家将用经典唱段表达对师

傅的怀念。 今晚的专场将带来 《劈山救母·宿庙题诗》 《恩

师忆》 《乾元山》 《劈山救母·重上华山》 《情探·水晶帘

下》 《盘夫索夫·盘夫》 等多个 “陆派” 经典唱段， 在致敬

先辈、 承传艺术的同时， 展现陆派艺术魅力。

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 越剧 “陆派” 艺术创始人陆锦花

出生于 1927 年， 1947 年创建上海少壮越剧团任团长， 凭借

《礼拜天》 《天伦之乐》 等一系列现代戏在当时闯出一片天。

解放后参加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剧团， 后进入上海越剧

院。 这之后， 她专注于古装戏里的巾生、 穷生角色， 力求同

类不同型， 一戏一个样。 陆锦花的演剧风格不以花俏悦人，

而以洗练取胜。 数十年的从艺生涯中， 她塑造过一系列的代

表角色， 比如 《珍珠塔》 里的方卿、 《盘夫索夫》 中的曾

荣、 《情探》 中的王魁等， 与傅全香、 金采风等艺术家均有

合作。 作为 “陆派” 创始人， 陆锦花的唱腔以音色明亮纯净

为特色， 她的行腔舒展松弛， 吐字清晰入耳， 为观众所欣赏

和喜爱。 上世纪 80 年代， 陆锦花退休。 2018 年 1 月她因病

逝世， 享年 91 岁。

今晚的演唱会， 以一曲 “飞鸟归巢夕阳斜” 拉开帷幕。

这既是 “陆派” 代表作 《劈山救母·宿庙题诗》 中的经典唱

段， 同样也借陆派弟子之口， 道出陆锦花旅居海外的游子心

声。 届时， 曹银娣、 许杰、 黄慧、 徐标新、 廖琪瑛等众 “陆

派” 弟子及传人悉数到场， 对恩师表达追思与怀念 。 筱月

英、 孟莉英、 吴天芳、 程镇华、 赵志刚、 吴凤花、 陈颖等

多位著名越剧演员亦亲临现场， 或是讲述或是配演。 著名

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仁 、 著名滑稽戏表演艺术家姚祺儿 、

陆锦花外甥女平兰芳等多位圈内好友及亲属也将登台亮相。

鲜为人知的是， 在与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长达半个多

世纪的合作前， 王文娟曾与陆锦花共同挑班 “少壮越剧团”

演出。 听说要举办纪念老搭档陆锦花的专场演出， 王文娟向

记者回忆起她与陆锦花合作的一段往事。 少壮越剧团一如剧

团名字， 当年成员大多都是 20 岁出头， 充满朝气， 以演出

现代戏为主， 为当时的越剧舞台注入一股青春气息。 王文娟

介绍说 ， “组建 ‘少壮剧团 ’， 我和陆锦花挂 ‘蝴蝶双头

牌’， 即头牌小生、 头肩花旦。” 她还清晰记得当年的 8 月

16 日， 剧团的开台大戏 《礼拜六》 一炮打响， 日夜两场均

以加座封顶， 对于刚刚走红不久的二人来说， 无疑是一剂强

心针。 两人原本计划每周翻新一部剧目， 可没想到演出非常

火爆， 常常是演满两周观众还意犹未尽， 此后的短短一年

间， 陆王二人合作排演超过 20 多部作品。

明晚演出将以明星版 《珍珠塔》 继续在上海大剧院与观

众见面。 “陆派” 弟子及传人悉数亮相外， 单仰萍、 方亚

芬、 王志萍、 华怡青等多位越剧名家将友情参与， 此外锡剧

表演艺术家周东亮、 评弹新秀陆锦花等人也将跨剧种加盟。

两场演出由汪灏担任总导演， 吴佳斯、 孟丽敏两位青年主创

担任导演。

见人见物见生活，感受生肖文化的魅力

剪纸、糖画、面塑、柳编、葫芦雕刻、传统制香、传统木工……

剪纸、 糖画、 面塑、 柳编、 葫芦

雕刻、 传统制香、 传统木工……当这

些传统手工艺与生肖文化相遇 ， 会

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 昨天 ， “2019

己亥猪年虹口区迎春 （元宵 ） 民俗

风情展 ” 在虹口区文化馆举行 ， 展

览通过图片 、 实物 、 现场手工艺等

方式为市民们带来了一顿生肖文化

大餐。

手艺人现场创作，送上
新年祝福

糖画展台前， 人们竞相用手机记

录下了一只小猪的诞生过程； 孩子们

围在剪纸展台边， 等待着剪纸人手中

即将诞生的生肖剪纸； 一旁的麦秆画

匠人则心无旁骛地进行创作， 手边则

是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动物形象。 展览

中， 人气最旺的无疑是手工艺展台，

十名手工艺达人结合生肖猪主题， 为

参观者送上了新年祝福。

“亥时春入户 ， 猪岁喜盈门 ”

“爆竹传吉语， 腊梅报新春”， 书法展

台前也是人头攒动， 书法家们写下了

一个个 “福” 字和一对对春联。

展览中， 可以看见不少家长带着

放假的孩子前来参观。 “小朋友最感

兴趣的就是手工艺了。” 韩阿姨手中

拿着春联， 身边是专心致志看着柳编

手艺人的孙子。 “孩子对于生肖和手

工艺都比较陌生， 两者结合起来对于

孩子了解传统文化是一个特别好的机

会。” 韩阿姨对记者说道。

此外， 实物展示内容也颇为丰富，

收藏爱好者们提供了十二生肖指掌画、

烙画、 纪念币、 紫砂壶等等。

讲故事 、说历史 ，非遗走
近生活

生肖文化是中国重要的文化符号 ,

广泛地涉及中华文化的各个领域。 正是

由于这份普遍性， 生肖文化受到了人们

的重视和喜爱 。 2010 年 ， 生肖文化被

列入了上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名录。

中国的生肖文化源远流长， 在原始

时代， 先民们在寒暑交替的循环往复中

发现， 丈量时光长短， 天干需要地支为

伴， 日月相对， 天地相应 ,并且用动物

的活跃时间与之相匹配， 生肖属年就此

而生。

生肖通常指代表十二地支而用来纪

年 、 纪月 、 纪日开纪时的 12 种动物 ，

即子鼠、 丑牛、 寅虎、 卯兔、 辰龙、 巳

蛇、 午马、 未羊、 申猴、 酉鸡、 戌狗、

亥猪。 有关生肖属相之说最早见于中国

第一部诗歌总集 《诗经》， 最初形成于

东汉， 到南北朝时期民间就开始普

遍使用生肖。

在展览的展板上， 也可以见到

不少关于生肖文化的趣谈。 “鼠迹

生尘案 ， 牛羊暮下来 。 虎啸坐空

谷， 兔月向窗开。 龙阴远青翠， 蛇

柳近徘徊。 马兰方远摘， 羊负始春

栽。 猴栗羞芳果， 鸡砧引清怀。 狗

其怀屋外， 猪蠡窗悠哉。” 古代南

北朝沈炯的 《十二属诗》 是最早的

生肖诗。 而汉字 “家” 字取象于房

舍下有豕， 豕即是猪， 表达了农业

时代华夏先民对于猪的重视。

荩《小猪佩奇过大年》广告片《啥是佩奇》

▲ 《流浪地球》

▲ 《疯狂的外星人》

茛 《廉政风云》

▲ 《神探蒲松龄》

“2019 己亥猪年虹口区迎春 （元宵） 民俗风情展” 通过静态实物和动态

手工艺将生肖文化呈现给市民。 杨淘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