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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彦

本报讯（记者王彦）几乎没有悬念，创
造了中国电影票房纪录的《长津湖》获得由

大众投票选出的百花奖最佳影片奖。7月
30日晚，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武汉颁
出。经101位大众评审在现场进行最终轮
投票，九大奖项逐一揭晓。

除《长津湖》外，《你好，李焕英》被评为

优秀影片奖。上海出品影片《扬名立万》的编

剧里八神、刘循子墨、张本煜、柯达受颁最

佳编剧奖，另一部上海出品影片《奇迹 ·笨

小孩》导演文牧野荣膺最佳导演奖。张译凭

《悬崖之上》张宪臣一角，继去年第34届金
鸡奖后再成百花奖最佳男主角；袁泉因在

《中国医生》中的出色表现获得最佳女主角

奖，这也是她20年来第三次捧回“百花”；
侯勇和朱媛媛凭《守岛人》《我的姐姐》分获

最佳男女配角奖；在《奇迹 ·笨小孩》中饰演

景彤的陈哈琳摘得本届最佳新人奖，8岁
的她成为“百花”史上年龄最小的获奖者。

大众电影百花奖创办于1962年，迄今

已60年，是中国电影界久负盛名的“观众
奖”。金杯银杯不如观众口碑，百花奖的颁

授乃至中国电影的生命力，无不牵系着大

众的支持、观众的认可。

手捧奖杯，《长津湖》主创班底感慨万

千。出品人于冬记得，影片的拍摄历时三

个冬天，那是疫情困扰下电影行业最艰难

的时刻。是徐克、陈凯歌、林超贤三位导演

的通力合作，是片尾铺满了八分半钟字幕

的众多电影人的艰辛付出，更得益于2.3亿
人次观众的支持，才共同造就了这部史

诗。监制黄建新说：“这部电影是上一代保

家卫国的战士用生命留给我们的遗产，一

直在激励我们。那些属于家国的回忆，就

是我们的创作源泉。”

黄建新的这番话，是一部电影赢得观

众认可的基底，也是整个中国电影的创作

遵循。文牧野得奖后表示：“现实的土壤越

肥沃，电影的创作就越丰富。”张译的得奖

感言亦和共同的家国回忆分不开，他说：

“我们这部电影讲的就是英雄的故事，我们沾

了光。我们继续努力，好好拍电影，为观众服

务。”以医生文婷这个角色受颁最佳女主角

后，袁泉的思绪回到《中国医生》片场最难忘

的一场戏，“经过一天奋战后回到酒店，知道

医院门口小卖部的店主去世了。有好几个瞬

间，我感觉自己仿佛在黑暗的隧道中独行”。

她坦言，《中国医生》于她而言“非常不同”，因

为那是一段所有人都不会抹去的记忆。

一直以来，作为中国电影界极为重要的

两大奖项，金鸡奖由专业评委评选而出，百

花奖则代表着观众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被百花奖嘉许的多部影片、多位影人，

在去年的第34届金鸡奖同样榜上有名。其
中，本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张译、最佳女配

角朱媛媛在金鸡奖上获得了同样的奖项，而

《守岛人》和《你好，李焕英》也在金鸡奖的不

同奖项中有所收获。此次两大奖项的不谋

而合，佐证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能够兼收

专业与大众的双重认可。

我们家国的回忆，是电影创作的丰厚源泉

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长津湖》获最佳影片奖

BFC外滩金融中心广场空降巨型“蓝兔子”，美
罗城巨型3D球幕中飞来“火凤凰”，今潮8弄新添“无
边界电台”……这个夏天，艺术的气息从艺术场馆漫

溢至广场、街区、地下通道等开放式公共空间，随时

随地激发着大众的艺术灵感。而以艺术为入口，市

民也获得了探索城市空间的另一种方式。

艺术本是无边界的，只需一个走近的契机，或许

人人都将感受到艺术带给生活的美好。诚如“无边

界电台”的发起方之一刘海粟美术馆馆长鲍薇华所

言：“在疫情常态化的当下，我们想在实体艺术展览

之外，探索更多适合艺术传播的方式，邀请更多公众

参与。”在艺术评论家沈奇岚看来，艺术是另一种意

义上的“语言”，让人们可以自由地去感受、表达，看

见生活的热情以及更多生命的可能性。

商圈连通艺术，云集的户外装置拼
凑出“游艺地图”

因为十余件户外艺术装置的装点，这些天人们

大可换一种方式打量BFC外滩金融中心。它们拼凑
出一份全新的“游艺地图”，邀请市民游客按图索骥、

逐一解锁。

一只高达6.5米的巨型“蓝兔子”蹲坐在北区
户外广场的地上，饶有趣味地用手指着前方，引起

观者的好奇与遐想。这是张权创作的雕塑作品

《KARORO》。艺术家希望每一个身处纷扰环境中的
人，都能秉持如这只“蓝兔子”一般的真实与简单，以

轻松随性的心态去面对生活。距离“蓝兔子”不远

处，“坐”着一只怀抱双腿、低下头来的纯白色泡泡玛

特玩偶雕塑，看起来有些忧伤。这是泡泡玛特首个

“DIMOO孤独症”巨型装置，由艺术家Ayan创作。褪
去冗余色彩的洁白之身，象征着孤独症或自闭症儿

童，呼吁更多人关注特殊群体并给予耐心和理解。

广场毗邻的枫泾路上，两座金灿灿的秋千吸引

着路人参与。秋千顶部的造型灵感来源于米开朗基

罗《创世纪》中上帝和亚当指尖相触的元素。艺术家

刘毅借这件《嘿，人类！》希望观众与作品能够产生密

切互动，成为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

以“旅程”为创意灵感，上海K11购物艺术中心也
正在开启精彩纷呈的多重艺术之旅。只见户外广场

上空降了一只开放式巨型行李箱。箱子如书页般打

开，展露出琳琅满目的艺术项目索引，人们可以在

此领取一份“艺术地图”，渐次走入艺术家们的梦想世

界——贯通展览、艺术装置、艺术表演、潮流快闪、创

作互动等多重站点的体验。其中，巨型行李箱背后那

扇未来感十足的“元宇宙之门”最为吸睛。这是荷兰

知名跨界艺术家DonDiablo的“实体数位”户外雕塑
《HΞXAVΞRSΞ》，以实体与数位相融合的创新艺术形
式，将电子音乐巧妙平衡于视觉艺术中。步入这扇打

破虚实边界的门，人们大可尽情畅想未来。展览现

场，围绕这件户外雕塑开启的主题灯光秀亦每日定时

呈现，带来声、光、乐多重感官结合的沉浸式体验。

这几天夜幕降临之时，踱步于徐家汇商圈，人们

则将看到一只火红的凤凰从美罗城巨型3D球幕中
腾空而起，华丽登场。作为全球首个裸眼3D球幕，
这颗“美罗球”正在探索城市艺展新模式——将艺术

作品通过球幕投射出立体动态效果，让市民在夏夜

逛街时，也能欣赏到炫目的艺术画作。

此次呈现的数字艺术作品，以艺术家王冰《凤凰

涅槃》系列油画为原型，融合上海市花白玉兰，加以

数字动态化，为传统作品赋予科技新生命，让艺术表现更加震撼。

如此投射出来的，又何尝不是商圈的活力，城市美学的魅力。

艺术破墙敞开，无边界推送对于美好生活的畅想

今潮8弄新添的“无边界电台 ·弄堂声音”是由刘海粟美术馆社

会美育项目“粟上海”和“今潮8弄”联合创办的一档全新的播客类
文化艺术传播和互动节目，一方面呈现上海当代文化艺术的鲜活，

另一方面通过主持人推出的各类趣味小栏目，引入更多嘉宾，建立文

化实践与社会生活的对话。“听说你想写一本书关于上海当代生活指

南？”“我爸妈特别熟悉各个商店卖些什么好吃的，比如南风肉。这让

我想起明代人写的书，什么酒楼卖什么食物，就像张岱的《夜航船》。

这样的记录很有意思。”在一期主题为“地铁坐过站”的节目中，作家、

译者btr与作家、画家顾湘无边界聊起上海的日常。“无边界电台 ·弄堂

声音”已更新6期节目，累计播放量数万，在评论区收获很多温暖的回
响。以电波为原点，从本地的文化和历史出发，这个电台还将辐射出

联结今潮8弄海派弄堂等历史建筑的沉浸式文化艺术体验场。
行色匆匆的人们，走过娄山关路地铁站2号口连通现所 ·创邑

MIX的地下通道，会发现最近这里变身开放式展馆，正在举办“平
凡摄影”展。这是通过“平凡摄影大赏”而脱颖而出的一系列街拍，

以“爱情”“当我们老了”“电影感”“动物”“光”“偶然”“亲情”“我的

生活城市”等主题，呈现平凡生活里的独特与美。

展开双手的爷爷，追着飞起来的小气球跑；坐在室内长椅上休憩

的老姐妹，看着落地窗外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肆意自拍的小姐妹……

公共场合再平常不过的瞬间，一一被镜头捕捉，再结合街景和光影

的搭配，诞生了动人心扉的特别帧。这样的街头摄影，有一种不经

意的力量，不仅能发现生活里的蛛丝马迹、哲学现场，也传递着人

与人之间美好的互动，建构着城市顽强的生命力。

有意思的是，这些艺术破墙敞开，大多与城市生活息息相关，

最终也是为了唤起日常缝隙里丰富多元的文化艺术感受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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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观众们，欢迎来到水城威尼

斯。”身着鲜艳色彩服装的演员们踏着滑板

在台上相互追逐，由著名戏剧导演陈薪伊

和开心麻花合作的年度大戏 《威尼斯商

人》在明快的氛围中拉开帷幕。“除了莎

翁的剧本，什么都改了。”该版《威尼斯商

人》在舞美、道具、服装等各个方面都实现

了大胆突破，作品包容的年轻与潮流属性令

人炫目，陈薪伊坦率地表示：“这出戏好

玩，亮点太多了。”

陈薪伊与《威尼斯商人》之间渊源颇深，

如果算上在学校的毕业作品，这是她与这个

剧本的第四次相遇。“莎士比亚是开放的、先

进的，他的作品超前了时代400年。”陈薪伊
的言语中难掩对莎翁的崇敬之情，《威尼斯商

人》文本所具有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促使她毫

不犹豫地选定其作为与开心麻花合作的“开

张戏”。“戏剧人是研究人的精神世界的，”陈

薪伊对记者表示。在这样的理念之下，她选

择删除与宗教相关的支线，直面人与人性的

冲突。正因如此，观众在作品里得以看到角

色更纯粹的一面，无论是安东尼奥的乐善好

施，还是夏洛克的残酷虚伪，人物性格与情感

的浓度都相当强烈。

滑板元素的运用无疑是作品的一大吸睛

之处，《威尼斯商人》中，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

行驶的贡多拉是剧中的标志性物件。这一

次，陈薪伊选择用时下流行的滑板来代替船

只。如此别致的想法来源于她在西岸的一场

漫步，当时陈薪伊正在为贡多拉在舞台上的

替代物烦恼，年轻人玩滑板的场景恰好进入

她的视线，将两者相结合的想法便应运而

生。由于滑板具有一定的基础难度，演员们

都为此进行了专门的训练。

除了欢笑之外，陈薪伊更希望在这部作

品中给予观众审美上的满足。她找来罗马尼

亚籍“舞美魔术师”DanPotra，全力打造视觉

流动感，让30种布景形态在舞台上轮流登
场。在云端，她与罗曼 ·克鲁莫夫连线，邀请

他为作品改编莫扎特的著名歌剧《费加罗的

婚礼》。“这个舞台除了表达剧本外，有画面美

学，还有空间审美。可以说，它是高级的、国

际的。”陈薪伊对记者说。

85岁牵手开心麻花，陈薪伊坦言这是一
次意义深远的合作：“过去我的作品以重大历

史题材为主，这次合作可能会改变我的创作

轨迹，我与团队玩在一起，感觉好开心。”对于

开心麻花而言，《威尼斯商人》也探索出了一

条作品呈现的新路径。“过去观众对‘麻花风

格’的认知大多来源于《夏洛特烦恼》《乌龙山

伯爵》等代表性原创喜剧，这些作品是基于时

光切片下的、关于小人物的悲喜，它们较容易

引发观众的共情。”上海开心麻花总经理费溢

群表示，“喜剧的外沿是非常广阔和多元的，

经典传统喜剧、小人物故事喜剧、音乐喜剧，

甚至游戏性喜剧，这些都将包括在开心麻花

的发展方向里。”据费溢群透露，《威尼斯商

人》只是开心麻花与陈薪伊艺术中心携手的

序曲，未来两者还将共同带来一系列经典喜

剧作品。

《威尼斯商人》将于8月3日-14日献演
于上海文化广场。

著名导演陈薪伊与开心麻花携手呈现经典喜剧《威尼斯商人》

“除了莎翁的剧本，什么都改了”

科幻的冰冷感能与插科打诨的喜剧兼

容吗？一个夹在观众心里“国民级喜剧厂

牌”和影评人口中“小品电影”之间的公司，

能让众口可调吗？某种意义上，《独行月

球》试图回答这两道问题。

上周末电影《独行月球》公映。在开心

麻花的作品序列中，这部新片是典型又非典

型的作品：它有百分百的“含腾量”，沈腾和

马丽组合再度合体，贡献密集的段子笑点，

也能让观众自带情感倾向，这是熟悉的一

面；但同时，天马行空的科幻设定，硬核的视

觉特效，又让影片拥有了不同以往的质感。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独行月球》公映

三天票房已近十亿元，连带着暑期档大盘

已突破50亿元。2022年，上一次单日票房
连续三天超两亿元的日子，还得追溯到2
月。当防疫仍是人们生活中的一桩大事，

短短几天就能吸引超2000万人次买票进
场，这部不再一笑到底的“开心麻花出品”，

凭着喜剧人对电影工业的探索、试图冲出

舒适圈、更想深一层的内容探索，反而显出

了更动人的气息。

“中间人”的月球漂流记，国
产喜剧人的一小步

《独行月球》改编自赵石的同名漫画，

有着不错的故事基底。

影片时间设定在不久的未来，人类为

了拯救地球免于小行星撞击，在月球部署

了“月盾计划”。孰料，陨石提前来袭，月球

基地上的300名成员需要全员紧急撤离。
偏偏此时，沈腾饰演的维修工独孤月意外

被落在了月球，300人撤走了299个，台词
里说“地都拖干净了，就把我给落下了”，男

主成了月球上最孤独的人类。坏消息不止

这一个，“月盾计划”失败后，在独孤月的视

角里，他已然是“宇宙上最孤独的人”。不

知幸与不幸，科研部门还落下了一只大袋

鼠，贪吃又暴躁，绰号金刚鼠，一人一鼠，需

要结伴在月球漂流。而肯定不幸的是，在

独孤月看不见的地方，他的意中人兼月球

基地指挥官马蓝星正琢磨着要把他在月球

上的倒霉日常直播给全世界看，一出月球

上的楚门世界无疑能红成“顶流”。

为什么300人会独独落下独孤月？这
一点，他本人有着清晰的自我定位——“中

间人”，一个永远处于中位数、在人群里没

太多存在感的人。这个“中间人”不爱冒

尖、不会垫底，不争第一、不做倒数，借用影

片台词，“普普通通是他的人设，碌碌无为

是他的日常”。换个词，“中间人”也是我们

常说的普通人、小人物。因为平平无奇，所

以容易被忽视，就像集体跑路时会被遗忘

的独孤月。于是当他在地外放逐的日子

里，从破罐破摔、独自摆烂到渐渐过出荒岛

求生的精神奋起，独孤月与大银幕前的受

众有了更大的共鸣地带。也恰恰是这样不

出头的“中间人”，在最后的拯救计划中发

挥关键作用，小人物逆向而行，上演了孤独

绝望却又盛大浪漫的英雄主义。

从无人在意到在全球聚焦中拥有自己

的主线剧情，再到真正为地球上的人类“驱

走内心的彷徨、照亮未来的道路”，极具戏

剧性的反转是生活中的背景板人物作为

“个体”被重新发现的过程。当喜剧开始追

求价值升华，观感或在此分野。但无论如

何，“中间人”的月球漂流记，都是国产喜剧

人冲破舒适区的一小步，如同电影里反复

提到的阿波罗计划，“个人的一小步，是人

类的一大步”，中国电影需要常常有人迈出

这样那样的一步。

国产电影的硬科幻进阶，仍
是一道不止于特效的长远命题

喜剧公司挑战科幻，能行吗？

《独行月球》不单单是开心麻花团队里

前所未见的作品，即便放眼国产喜剧，它也

是很难找到对标的一部。喜剧与科幻的类

型融合，在国产片里有过尝试，但此前的《长

江七号》《不可思议》《疯狂的外星人》都更偏

向奇幻，是外星来客在地球的奇遇记。《独行

月球》却敢正面挑战硬科幻，把喜剧舞台搬

到了月球。

来看一组数据，《独行月球》全片95%的
镜头涉及特效，导演张吃鱼表示，值得一说

的大约有1800个。为了还原出月球表面的
质感，剧组100%实景搭建了一个月球基地，
拥有一座6000平方米的月面棚。总制片人
刘洪涛也曾透露，有专门的科学顾问协同剧

组构建出一个完整的未来世界观；宇航服、

空间站、飞行器、月球车等道具和美术设计

也都有材料学、机械学、工业设计等领域的

专家护航。无论是科幻元素所占比重，还是

前期后期的特效投入，都足见开心麻花想认

真拍好一部特效科幻片的野心。

大银幕上，月球为枕，星河为被，天地洪

荒星尘浩渺都在用心的特效加持下，冲击着

银幕前的观众。与此同时，那只由动作捕捉

技术炼成的金刚鼠毛发细腻、表情灵动，体

现着堪比世界级的工业水准。影片中的许

多笑点名场面，便存于一人一鼠从日日打斗

到同甘共苦的情感升级途中。

只是，宇宙中蕴藏着太多未解之谜，中

国电影的硬科幻进阶也不该止于特效能抵

达的视听层面。与特效场景涉及全片95%镜
头相反的是，影片除了在开头迅速地交代科

学理论、科幻设定，全片真正强攻科幻的命

题并不足以撬动更瑰丽的宇宙想象。至于

能经得住科幻迷挑剔、能让年轻人在若干年

后依然被浩瀚与未知的命定所打动的高燃

场景，《独行月球》仍有空白。

但，就像人类无法参透宇宙的奥秘一样，

宇宙也不知道人类身上能爆发出怎样的能

量。正如独孤月会挺身而出，中国电影的科幻

星辰需要更多“中间人”。宇宙那么大，我们总

会遇见。

公映三天票房近十亿元，喜剧电影的工业探索，《独行月球》做到了

不再一笑到底的喜剧，也许反而更动人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本报记者 范昕

张 译 凭

《悬崖之上》

张宪臣一角

获得百花奖

最佳男主角；

袁泉因在《中

国医生》中的

出色表现获

得最佳女主

角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