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筱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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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突如其来 ， 打乱了

剧院的演出节奏， 但这段难

得的 “中场”， 也给剧院一个

推陈出新的契机。 日前 ， 上

汽·上海文化广场举行新演出

季发布会 ， 观看量超 200 万

次， 微博话题阅读量破千万。

据其发布的最新年报数据 ，

会员人数突破 25 万， 同比增

长 50.9%。 剧场暂歇 ， 但人

气仍然居高不下、 吸引诸多

流量， 是如何做到的？

多维领航音乐剧
市场， 赋能艺术普及

高人气的秘诀之一 ， 是

其精准的文化品牌定位和打

造， 尤其是通过高品质的音

乐 剧 来 留 住 和 培 养 观 众 。

2019 年， 文化广场剧院共举

办 50 台 286 场演出， 吸引观

众超过 42 万人次， 其中音乐

剧 、 舞台剧演出 26 台 234

场， 占全年演出 82%， 五台

音乐剧为中国首演。 音乐剧

《歌舞线上》 连续 14 场演出

吸引 1.78 万人次观演； 30 场

法语版 《巴黎圣母院 》 创下

首演开始前全部售罄的纪录；

六场 《西尔维斯特·里维和他

的朋友们： 德语音乐剧明星

音乐会》 上座率达 94%； 三

部年末大戏 《泰坦尼克号 》

《玛蒂尔达》 《追梦女郎》 则

风格各异， 满足不同圈层受

众的差异化需求。

不满足于单单引进剧目，

文化广场也逐步提升其生产

和制作能力， 自 2016 年首次

开启整剧制作， 至今已完成

150 余场演出， 以 “小而美”

的制作模式从上海辐射全国。

自制音乐剧 《我的遗愿清单》

和 《拉赫玛尼诺夫》 去年全

国巡演 97 场 ， 途经 24 座城

市 ， 吸引观众 7.84 万人次 。

此次新演出季的线上发布会

中， 就不乏有其他城市的观

众在线刷起 “期待新一轮巡

演” 的弹幕。

与此同时 ， 剧场也凸显

“沪上地标性公共文化艺术中心” 的功能， 差异化

打造艺术体验空间和交流空间。 全年举办 432 场公

益活动， 共吸引 8.15 万人次参与； 发售公益票 3.2

万张， 占总售出票张的 15%； 走进 12 所学校， 与

5420 位师生分享音乐剧之美； 还提供热门演出专

属补贴票 3000 余张， 配合 “演艺大世界” 演艺集

聚区的打造， 推动更多公众享受艺术生活。

创新运营拓展格局，提振市场信心

占据产业中间环节的平台优势和资源优势， 文

化广场在舞台展演之外， 拓展平台功能， 结合人才

培育、 文旅互动、 观众互联， 力求用创新引领产业

生态、 营销模式和资源平台。

“演艺大世界—2019 上海国际音乐剧节 ” 成

为中国首个具有专业度和系统性的音乐剧节。 活动

串联起国内外剧院、 剧团及各种渠道， 激活中国音

乐剧产业发展的一池春水， 培育并推呈优秀的演艺

新生力量和市场主体， 多角度助力中国音乐剧产业

发展更上层楼。 男版 《天鹅湖 》 的展演片段 “飞

入” 了繁华商圈， 并打造 “全城找鹅” 合影大赛；

音乐剧 《泰坦尼克号》 更将上海特色旅游项目浦江

游览与音乐剧剧目的发布有机融合， 向文旅融合走

出了第一步。

剧场方面表示， 演出市场的回暖需要整个行业

的共同努力， 文化广场今年还将升级 “2020 伙伴

暖心计划”， 通过剧院资源的组合分享、 票务服务

的模式转变、 项目运营的扶持合作， 提振彼此的信

心和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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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剧集体“上新”，谁能成为下一个爆款
多屏时代网剧不缺名演员、不缺 IP、不缺话题———网剧 《重生》 正在热播， 张译、 宋春丽等

知名演员的加盟让这部刑侦题材网剧获得 7.2

的高评分 。 记者获悉 ， 多个平台正集体 “上

新”， 其中， 《忘记你， 记得爱情》 锁定年轻

的收视群体， 《鬼吹灯之龙岭迷窟》 等系列剧

则希望凭借原著的号召力吸引一批拥趸。 值得

一提的是， 《鬓边不是海棠红》 因网剧中少见

的戏曲题材独树一帜。

多屏时代，网剧为观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去年， 网剧市场的火热景象让人记忆犹新，《长

安十二时辰》《陈情令》《庆余年》 等一批制作精

良的作品不仅在国内获得高流量， 还成功走向

海外市场。 今年，谁会成为下一部爆款网剧，更

让人心生期待。

原著迷关注高， 流量和口
碑能否“齐飞”

如何稳住原著迷又能争取到新的观众，是

网剧改编不得不平衡的选择。由惠楷栋执导，黄

晓明、尹正、佘诗曼主演的《鬓边不是海棠红》于

上周末上线， 尽管此前原著迷对于剧本和演员

选择有着颇多质疑，但首轮播出后，该剧获得不

错的评价。 “难得的戏曲题材， 服化道很用心”

“京剧上的细节剧组做了功课”“演员上妆是端

庄角儿，故事发展值得期待”……观众的评价集

中在对京剧的还原上， 而这恰恰是此前一些评

论最担心会缺失的一块， 精致的还原让不少原

著拥趸感到“舒适”。

改编自同名小说，《鬓边不是海棠红》 的背

景设定在上世纪 30 年代，尹正饰演的京剧名伶

商细蕊声名鹊起， 黄晓明饰演的爱国商人程凤

台偶然看了他的表演后被深深打动，两人因戏

结缘。 在程凤台的帮助下，商细蕊克服重重阻

挠，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京戏人才。 而当国家的

安危受到威胁之时 ，两人决心定倾扶危 ，以身

救国。

从目前已经播出的剧集可以发现，剧本节奏

相当紧凑，人物关系也迅速明朗化，小高潮迭起。

程凤台与商细蕊成为知音，决定重建水云楼并为

擂台新戏做准备。 其他角色的表演也相对饱满，

由佘诗曼饰演的范湘儿和金士杰饰演的姜荣寿

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他们也将分别以各自戏剧

性的命运传递出热血无畏的家国情怀，刻画时代

故事。

细节决定成败，如今这也成为网剧比拼的重

头，如何让观众挑不出毛病，舍不得快进？ 去年，

不少网剧主打传统文化牌，道具中一碗“水盆羊

肉”也能圈粉，时下，类似《鬓边不是海棠红》这样

涉及传统文化内容的网剧，其戏曲表演和服化道

自然也受到了颇多关注。 据悉，为呈现原汁原味

的梨园场景，剧中所有涉及京剧表演角色的扮演

者早早在作品筹备期就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

密集训练。 电视剧还特别邀请了京剧名家把关，

青年京剧演员担任戏曲指导并全程跟组，力求演

员们的每一个表演细节尽可能向专业水准看齐。

两处戏楼还分别 1∶1 复刻原著中的京广会馆和

湖广会馆，并动用了 200 余套戏服。

知名演员集体“上网”，网剧
还能捧红“新面孔”吗

IP 是网剧绕不过的关键词，除了新剧之外，

系列剧也将继续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古装奇幻

剧《九州天空城 2》继承前作的人气与故事，讲述

风天逸和易茯苓的女儿风如澈与澜州大地最权

威的秘术师雪景空的宿命情缘。而《鬼吹灯》系列

第四部《鬼吹灯之龙岭迷窟》预计下月正式播出，

潘粤明与张雨绮接过胡八一和雪莉杨的角色，演

绎一行人在陕西龙岭一带古墓中探秘的故事。系

列其余作品 《云南虫谷》《昆仑神宫》《南海归墟》

等也正在拍摄或筹备中。

值得关注的是，同一个 IP 改编，从网络评分

统计数据来看，前期作品的口碑往往比后来的续

集或同题材要好很多，是利用好“先发优势”还是

小心改编，是网剧和网络大电影面临的选择。 尤

其是在《重生》借助与《白夜追凶》人物和故事的

微妙关系，成功俘获后者拥趸之后，利用好同题

改编之间的关联抓住观众，成为网剧产品运作的

新方向。

同样，网剧由新人担纲的局面也已然不复存

在，随着张译、宋春丽、雷佳音等诸多知名演员加

盟，表演班底已经成为网剧的看点之一。在“双男

主”配置的《民国奇探》中，有流量但是作品不多

的胡一天，以及口碑处于上升期的张云龙，分别

饰演“奇探”，一位是海归留学回来的双学士学位

高材生，智商出奇，善于推断侦破各种离奇案件，

一位是人称四爷、擅长交际的能手，二人与充满

正义感的女记者白幼宁组成小分队，侦破了一个

个看似诡谲蹊跷的命案。 由 90 后邢菲和金泽主

演，翻拍自经典偶像剧《王子变青蛙》的《忘记你，

记得爱情》则讲述了少男少女经历波折，一路成

长收获真爱的故事。能否再次出现易烊千玺通过

《长安十二时辰》证明实力的“戏人互推”现象，观

众拭目以待。

原来《木兰辞》里的“未解之谜”这么多
一堂中学生网课引发讨论，“唧唧复唧唧”，是叹息声还是机杼声———

“唧唧复唧唧， 木兰当户织”， 北朝民歌

《木兰辞》 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都不陌生。 那

么， 首句中的 “唧唧” 到底是什么声音呢？ 昨

天， 一堂中学生空中网课， 引发不少家长和学

生的讨论。 与空中课堂老师给出的答案 “叹息

声” 不同， 不少家长举证自己上学时课本注释

为 “机杼声”， 也有人举证说是 “秋虫声”。 到

底应该作何解释？

记者采访了几位名师， 发现学者给出的解

释也有好几种。 不过， 有学者也指出， 诗无达

诂———高质量的学习与阅读离不开思考与质疑

的精神； 让更多人学习关注古诗词， 足以说明

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吸引力与价值。

复旦大学中文系骆玉明教授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表示， 不要把 “唧唧” 当作一个象声

词来理解， 这是一个书面语， 一切细碎之音

皆可以泛称 “唧唧”。 而在 《木兰辞》 中， 用

“唧唧” 描写木兰的叹息声并不存在歧义， 后

两句 “不闻机杼声， 惟闻女叹息” 已经说明

了一切。 古人深知 “唧唧” 这个书面语的用

法， 因而唐朝诗人白居易在 《琵琶行》 中写

下， “我闻琵琶已叹息， 又闻此语重唧唧。”

这样的例证在古诗文中屡见不鲜。 北魏杨衒

之 《洛阳伽蓝记》： “高树出云， 咸皆唧唧。”

《梁诗》 卷二八施荣泰 《王昭君》： “垂罗下

椒阁， 举袖拂胡尘。 唧唧抚心叹， 蛾眉误杀

人。” 在这些诗句中， “唧唧” 均可解释为叹

息声。

复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 复旦五浦汇实验

学校校长黄玉峰则认为， “唧唧” 在此处理解

为 “机杼声” 更为恰当， 正是因为 “木兰当户

织” 才会有织布机的声音， 木兰突然停下了，

发出了声声叹息， 织布在前， 叹息在后。 “如

果一定要说 ‘唧唧’ 是叹息声， 也无伤大雅，

本来诗无达诂。” 黄玉峰说。

“唧唧复唧唧———就是起兴 ， 可能有意

思 ， 也可能并没有意思 。 钱钟书曾举例说 ，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吃苹果你吃梨 ， 前句仅

提供节奏 。” 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尚君教授告

诉记者 ， 从文本上看 ， 正确的解读离不开诗

意的完整 、 贯通 和 融 成 ， 但 目前阶段对

《木兰辞 》 的研究仍是有限的 。 无论是解释

为 “虫声 ”“织布声 ”还是 “叹息声 ”， 似乎都

成立。

那么 “唧唧” 是何声？ 看来并没有一个

“标准答案”。 正如几位学者不约而同地表示，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相比拿出一个答案， 争

论和探讨不仅是寻找答案的过程， 也丰富甚

至创造着中国诗词文化艺术。 陈尚君教授特

别指出 ， 《木兰辞 》 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

“谜”， 尚有许多未解之处： 比如成诗的年份

到底是北朝还是唐朝？ 因为 《木兰辞》 中的

“军书十二卷， 卷卷有爷名” “策勋十二转，

赏赐百千强” 更近于是对唐朝 “府兵制” 的

制度描写。 “学界对 《木兰辞》 的流传史并

不清晰。 只能说， 这是一首从北朝到唐朝中

期不断完成的叙事诗， 它的艺术成就凝聚着

一个再创造的过程。”

■本报记者 童薇菁

“爱吃爱睡”又自责“懒惰”，他这样记录电影外的生活
《小津安二郎全日记》首次翻译出版，见证日本电影大师60年人生的后半程

他的电影几乎只拍摄家庭题材， 不乏探讨

夫妻关系的作品， 自己却终身未娶……日本电

影大师小津安二郎的一生 ， 就像他的电影一

样， 余味绵绵。 走出片场的小津， 在日常生活

中是怎样的人？ 他看似平淡素朴的记录， 潜藏

了哪些创作线索？

最近，首次在国内翻译出版的《小津安二郎

全日记》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推出，全书 40

余万字，收录了自 1933 年至 1963 年小津的 32

册日记，正好是他 60 年人生的后一半记录。 这

部厚厚的日记中，包罗了他对衣食住行、工作娱

乐交友、每日所思所想的忠实复刻，巨细靡遗的

细节中，还原了一代电影巨匠的人生，以及他与

同时代日本作家、电影人、艺术家之间的交往，

填补了小津安二郎研究和出版的空白。

半夜起来读剧本，对自己的作
品不满意，自责不该忘记初心

出生于 1903 年 12 月 12 日， 60 年后的同

一天因身患癌症去世， 一甲子轮回的年龄， 为

小津安二郎的人生蒙上一层淡淡的传奇色彩。

似乎正应了他说过的一句话： “我要拍的不是

故事， 而是轮回、 无常等深奥的主题。”

对轮回和无常的着迷， 让小津的电影宇宙

几乎只有一个题材：家庭。 一生执导 54 部剧情

长片， 尤其是后期拍摄的 《晚春》《麦秋》《彼岸

花》《秋日和》《秋刀鱼之味》 无不围绕女儿出嫁

展开，《宗方姐妹》《茶泡饭之味》《早春》 探究夫

妻之情，《东京物语》《东京暮色》《早安》《浮草》

《小早川家之秋》描摹家庭中父母和子女间两代

人的关系。 他的作品从细微之处观察生活的幸

与哀， 通过省略与留白让观者体会人生无奈或

明朗，身边琐事如变戏法般置于眼前。

事实上， 从无声片到有声电影， 从黑白片

到他最后拍摄的彩色故事片 《秋刀鱼之味 》，

日记中也能一窥电影工业发展中小津的应对和

衔接。 比如， 1933 年 12 月 16 日 ， 小津在日

记里袒露：“我非常想尝试着拍摄有声电影。 ”

1953 年 6 月 2 日，小津写下耿直“观后感”———

“五点 ， 观看木下惠介 《日本的悲剧 》 试映 。

虽然是他的野心之作， 但我并没有受到感动，

影片非常粗糙， 就如同嚼加了醋的萝卜一样。

没想到这是一部平庸之作。”

而 1960 年 2 月到 11 月的日记中， 有他

对 《秋日和 》 几乎一整年的拍摄手记 ， 如

“半夜， 醒来， 读剧本。 满眼都是描绘粗恶之

处， 越发感觉到事业之难成。 这是生来懒惰

之报应吗？ 还是事业之难成的懒惰呢？ 不应

该忘记初心吧。”

日记里的 “爱吃爱睡 ”，从美
学世界进入私人天地的一把密钥

除了电影 ， 小津也爱读书 、 爱旅行 。

1935 年 8 月 30 日的日记里 ， “窗户大开 ，

秋风吹进蚊帐里， 再次阅读志贺直哉的 《二

十岁的一面》。” 透着阅读的惬意。 偶尔兴之

所至， 他还会作几句 “歪诗” ———“春尚浅，

和风熏， 虫牙穿心痛。 天将明， 心数钟声两人

行。” （1935 年 3 月 5 日） “在何处， 骤雨来

临时， 吃上凉豆腐。” （1935 年 8 月 4 日）

谈及旅行则娓娓道来： “这段时间， 干完

工作后， 我便越过天城山， 在莲田里休憩、 观

赏。 在川端康成的舞女走过的线路上， 我对这

里的街道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旅愁。 在这旅愁中

有着慰藉我们的共同的东西。 我丢下池忠， 一

个人开开心心地住宿在伊豆汤之岛。” （1933

年 4 月 28 日）

除了对小津本人艺术生涯的记录和还原，

《小津安二郎全日记》 也是对上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这段时期，日本电影工业、社会风貌、市

民生活、 物质文化消费的记录文献， 颇具社会

学、人文学价值。比如从中能看到电影从业人员

收入情况和生活水平，几大电影厂的起起伏伏，

日常聚会的居酒屋等娱乐消费场所的名称和菜

品，相扑、棒球、赛马甚至博彩业等在日本的发

展， 小津喜爱的徕卡相机在日本引进销售等。

比如，小津着迷于摄影和棒球、赛马，甚至经常

为了比赛下注赌一把。 1954 这一年的记录中，

有大量小津关于通过自行车比赛下赌注的记

录，几乎都快要把日记当成账本了。

日记中也有最日常的个人化小津。 比如

小津也 “爱吃爱睡”， 日记中 “睡觉” 绝对是

高频词汇。 “阳光照射在拉门上， 暖洋洋的。

美美地睡了一觉。” “阴天。 下雨。 稻荷祭。

登贵来。 整日迷迷瞪瞪地打瞌睡。” “再怎么

睡也睡不醒。 脑袋瓜子也很迟钝。 春天不适

于工作 。” “吃货 ” 的幸福也跃然纸上———

“傍晚， 与高梧、 忠前往银座。 在新金春吃牛

肉火锅。” “早上， 吃酒糟鲑鱼。 很是好吃。”

“洗澡。 晚上， 做酒糟鲑鱼。 很好吃。”

如果说过去大众视野里的小津更多是

“美学化了的小津”， 那么全日记便是从美学

世界进入其私人世俗日常世界的一把密钥。

■本报记者 许 旸

■本报记者 吴 钰

题材丰富的网剧于近期上线， 为观众提供丰富的休闲娱乐选择。 《鬓边不是海棠红》 为呈现

原汁原味的梨园场景做了大量筹备工作。 图为该剧剧照。

▲《小津安二郎全日记》。

（上海译文出版社供图）

荨电影 《东京物语》 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