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作 郭帆说《流浪地球》可能是个案

宁浩、吕乐、郭帆三位导演是活跃
在当今中国影坛的中坚力量，去年分
别拿出了《疯狂的外星人》《找到你》
《流浪地球》三部影片。论坛上，三人也
阐释了自己的电影创作理念和方式。

尽管执导作品几乎部部卖座，但宁
浩仍然把电影看作是一种文化产品，而
不仅仅是娱乐产品。他说自己在多年创
作中希望能够兼顾电影的文化属性和
商业属性，一直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

吕乐则提到了《人·鬼·情》《人生》

《本命年》这三部对其创作影响较深的
电影。他说，这三部作品关注的都是普
通人的命运，蕴含的深刻现实意义和
情怀都让他深觉震撼，也坚定了他从
事现实主义创作的态度。他透露，未来
他仍将坚持拍摄现实主义题材，对现
实进行“揭示、批判、提问”。

郭帆入行约十年，共拍出三部长
片《李献计历险记》《同桌的你》《流浪
地球》。本科并非科班出身的他坦言，
自己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拍摄方法。直

到 2014年去好莱坞参观学习，当他目
睹中美电影工业存在的巨大差距时，
就决定做跟电影工业化有关的创作。
《流浪地球》便是这一理念的成果。但
他直言，国产片出了《流浪地球》《疯狂
的外星人》，不等于科幻片这一类型已
确立。“有可能只是两个个案。什么时
候我们像好莱坞那样，每年都有若干
部成熟的科幻片，才能说确立。这个过
程我们得摸着石头过河。”他也表态自
己会继续从事科幻片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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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发
行的超级英雄片《雷霆沙赞！》本周末击
败多部新片，以 3天入账 2514万美元的
成绩连续第二周领跑北美周末票房榜。

《雷霆沙赞！》是继《海王》之后华纳
兄弟影片公司又一部大获成功的超级
英雄片，吸引了大批青少年观众。影片
讲述一名 14岁少年在获得神秘巫师的
魔法加持后，只要他喊出“沙赞”，就能
变身为强大的超级英雄沙赞来对抗邪
恶势力。《雷霆沙赞！》本周末在北美以
外也进账3590万美元，使得该片的全球
票房总额已超2.58亿美元。

喜剧片《小秘密》本周末上映后3天

入账1550万美元，在北美周末票房榜中
位居第二。该片讲述了一个骄横的公司
女老板被魔法变身为13岁的少女，一系
列令人啼笑皆非的遭遇让她逐渐认识
到自己以前的问题，开始改变自己。

《地狱男爵：血皇后崛起》本周末 3
天入账 1201万美元，排名第三。该片是
《地狱男爵》系列电影的第三部。恐怖片
《宠物坟场》以3天入账1000万美元排名
第四。

奇幻片《小飞象》以 3天入账 918万
美元排名第五。讲述一只会飞的小象给
一个没落的马戏团带来生机，但同时也
引来贪婪的目光。

超级英雄片《雷霆沙赞！》
继续领跑北美周末票房榜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大足石刻研究
院获悉，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大悲阁的
修缮工作于15日正式启动。

据介绍，2015年 6月，历时 8年的全
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大足石
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竣工。
然而，对千手观音造像的保护并未停
止，经过3年环境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
不断优化方案，目前大悲阁修缮工作正
式启动。

现存大悲阁为重檐歇山式建筑，依
山而建。据现有资料显示，大悲阁为清
代后期建筑。为解决大悲阁内空气流通
不畅、光线不足的问题，20世纪 50年代
曾开展过一次大规模维修，除此之外，

未开展全面的维修保护工作。
大悲阁受地基沉降、材料老化、结

构变形等影响，部分柱子下沉，引起局
部大木构架连带变形、屋面多处漏雨、
木构件多处糟朽等严重的安全隐患，不
利于千手观音造像长久保存。

此次修缮工作为半封闭施工，将持
续到9月30日。在半封闭期间，游客可经
安全通道继续参观。

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大足区境内，
始建于初唐，至两宋达到鼎盛。其5万余
尊石窟造像代表了公元9世纪至13世纪
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被誉为世界
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1999年，大
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据新华社电 被视为上海未来地标
之一的上海大歌剧院设计方案近日揭
晓。上海第一座巨型歌剧院选址黄浦江
畔的世博后滩，外观为白色，形似一柄
凌空展开的绝美中式折扇，预计将于
2023年落成。挪威斯诺赫塔建筑设计事
务所日前在官网上发布了其已经中选
的设计方案。

上海大歌剧院的选址得天独厚，位
于世博后滩，占据黄浦江转角弯道的最
佳位置，紧邻两座公园——世博公园、
后滩公园。它未来不仅是一座巨型歌剧
院，更是向市民完全开放的全新公共空
间，将探索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对游
客和艺术爱好者开放。

从效果图上看，上海大歌剧院外形酷
似一柄徐徐展开的中式折扇。巨大的白色

阶梯螺旋状上升，延伸到空中,恰似折扇扇
柄；剧场无比开阔的顶部平台则构成了折
扇扇面。而旋转的扇形，也很像歌剧演员
舞动的裙摆。设计方案公布后，获得网友
一致称赞，称其“充满东方韵味”。

据悉，上海大歌剧院将拥有三座剧
场，分别是 2000座的主剧场、1200座的
第二观众厅和 1000 座的情景剧场。此
外，坐拥江景的上海大歌剧院，巨大的
屋顶平台也可以作为大型演出的露天
舞台使用，令人期待。

上海正在全力打造国际文化大都
市，一大批标志性的文化艺术建筑将陆
续动工建设。目前，另一座歌剧院——
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也处于建设中，是
一座拥有1200个座位的中型歌剧院，计
划于2019年竣工。

上海大歌剧院公布设计方案

黄浦江畔凌空展开“中式折扇”

4月 14日晚，第 38届香港电影金像
奖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无双》获得最
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最佳剪接
等在内的 7项大奖，以 17提 7中的成绩
成为当晚的最大赢家。

在演员方面，黄秋生凭借《沦落
人》，继《人肉叉烧包》和《野兽刑警》之
后第三次获得最佳男演员；最佳女主角
则由《三夫》中的曾美慧孜获得，这也是
她第一次入围金像奖。曾美慧孜在发表

获奖感言时感谢了张国荣，“在我心里
哥哥（张国荣）给我很大的鼓励，我从他
身上知道了什么是‘戏比天大’，多谢金
像奖！”

《我不是药神》拿下最佳两岸华语
电影，导演文牧野发表获奖感言时表
示，自己非常感谢香港，自己是看香港
电影长大的，自己一半的电影知识也来
自香港电影，并祝福香港电影越来越
好。 新华网

《无双》独揽7奖成金像奖大赢家

据新华社电《故宫里的大怪兽》
系列图画书是首部走进孩子视野的故
宫题材童话，已出版 12册，畅销 300万
册。日前，该系列童话发布了最新第四
辑的三册，带领小读者继续“纸上游故
宫”，打开琳琅满目的中华优秀文化资
源宝库。

《故宫里的大怪兽》讲述了小学生
李小雨在故宫捡到了一个神奇的宝石
耳环，由此，她得以听到在故宫里生活
了几百年的怪兽们开口说话，并经历
了许多惊险故事。

据介绍，第四辑的 3 册书分别为
《追踪骊龙》《土耳其浴室里的战斗》
《神仙院》，延续了前三辑的主要角色

和叙事方式，融入了更多的历史传说、
传统文化以及自然知识。在这一辑中，
故宫里又出现了许多新怪兽，如从展
品上逃跑的骊龙、不让说谎的谛听、出
现在冰窖餐厅的朱雀、差点儿打起来
的两个怪兽飞鱼、龙的天敌大鹏金翅
鸟等。

13日在京举行的新书发布暨系列
畅销300万册纪念活动上，多位儿童文
学作家和研究者们一同探讨这套童书
畅销背后的原因。

阅读推广人李一慢认为，传统文
化需要当代表达，更需要儿童化的表
达。“《故宫里的大怪兽》将神话传说等
无形遗产放置在故宫这个有形的特定

空间，在孩子们心中播撒下传统文化
的种子。”

冰心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该系
列童话的作者常怡说，她查阅参考了
大量关于故宫的典籍和《搜神记》《山
海经》等历史书籍，试图用文学的笔
触，赋予神兽迥异的性格和经历，希望
将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中国生活落实
到笔尖，送入孩子心中。

据悉，该书是国家新闻出版署向
全国青少年推荐的优秀出版物，实现
了俄罗斯、韩国、罗马尼亚、泰国、马来
西亚、越南等 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版
权输出。

“我改革开放之初才独立接过导
筒。作为第四代导演，我们小时候看到
了 1949年后前 17年中国电影的辉煌
和坎坷，目睹了十年‘文革’对文化造
成的灾难和影响，又见证和参与了改
革开放后中国电影的重新繁荣。”论坛
一开始，导演谢飞首先回顾了他所经
历的中国电影发展历程。

在谢飞看来，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
有很多成功经验，需要我们经常反思和
总结。“好莱坞讲商业类型，其实我们早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有非常受市场欢
迎的类型片，比如家庭伦理片用家庭命
运表达大时代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变化，
《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代表。新中国成
立后的电影也继承了这一传统，特别是

谢晋的《芙蓉镇》《天云山传奇》，都是上
亿人次观看。还有一个类型传统则是以
中国武术为代表的功夫片。”

谢飞认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就
艺术片而言，其实早在上世纪九十年
代就已经做到了，《霸王别姬》《黄土
地》在国际获奖，说明中国电影的艺术
性已经走向世界。“但商业片走向世
界，还有相当长的路。”

作为中国电影近十年“黄金时代”
发展的见证者和贡献者，宁浩感慨，自
己开始拍片时赶上了一个比较好的时
代。“一个明显的感受是，大概在 2006
年之前，或者说张艺谋的《英雄》之前，
中国电影经历一个比较低落的时期，
我家乡很多影院被改成了滑冰场、迪
厅。但这之后突然感受到一些变化，不
是只有电影厂才能拍电影，导演可以
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跟民营公司合作拍
电影；资讯上也有很大变化，从前看不
到的电影能看到了；另外技术上也有
很大的进步，数字技术拍摄降低了行
业准入门槛，不需要太大照度的灯，给
小成本影片带来便利。而且那时电影
没那么市场化，演员可以投入大量时
间、精力搞创作，体验生活。当时电影
业充满变革和机会，只要有想法能形
成故事就能拍出来。”

北京国际电影节举行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电影主题论坛

老中青三代导演
把脉中国电影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电影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电影人的创作如何
与时代形成唱和？中国电影未来的路要怎么走？日前，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电影主题论坛在京举行，谢飞、吕乐、宁浩、郭帆等老中青三代电影
导演一齐亮相，以回望为契机，找寻中国从电影大国到电影强国的原动力。

图画书《故宫里的大怪兽》
传统文化的儿童化表达

大足石刻大悲阁启动修缮
更好保护千手观音造像

站在新中国电影70年的节点上，
几位嘉宾对中国电影的未来也提出了
自己的建议和期许。谢飞认为，中国电
影需要继续改革，尤其是市场管理方
面。“不要觉得现在电影管理的各种方

法、各种政策都是绝对正确的。导演方
面不用着急，我们13亿人，有才华的多
了，但产业不按科学规律做，中国电影
就很难发展。电影是商品，产业和创作
需要共同进步，不是只出现好导演就
能成为电影强国的。”他提到早在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北京就有外企提出要
设多厅影院，当时遭到强烈反对，但现
在多厅影院早已成为主流。

谢飞还呼吁业内解放思想，不要
用过去的观念把自己捆住：“电影未
来可能变成我们想象不到的形式，五
年、十年也许就有一个巨大的变化。”

他建议从中小学可以开设电影语言
相关课程，教孩子们怎么构图、用光，

“数字技术使得电影创作平民化，大
家拿着手机天天拍，像用文字一样记
录生活。如果我们从基础教育抓起，
未来会涌现大量电影人才。”他还认
为，社区影院、学生院线有望从今后
的院线体系中分一杯羹。

“中国电影经过多年发展，对电
影的市场化评价标准已经建立起来，
看票房就行。但艺术、文化方面的评
价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宁浩呼吁
中国电影建立成熟独立的艺术评价

体系。“希望能有更具影响力、得到广
泛社会关注的华语电影奖项出现，从
行业和艺术角度给电影明确的肯定，
像奥斯卡一样。”他还提到现在的电
影自媒体评论或者出于经济利益，或
者出于个人喜好，因此需要更专业、
更权威的评委形成引导作用。

郭帆建议导演在创作之初就确立
明确的方向。“别想着既有市场又有艺
术价值，能做到这一点的创作者寥寥
无几。特别是年轻创作者，要想好是做
商业片还是艺术片，这两个都挺好的，
只是要看你选什么方向。” 新华网

》》》回顾 宁浩感慨赶上了好时代

》》》展望 谢飞呼吁电影市场继续改革

4月15日，京剧名家李胜素表演《穆桂英挂帅》。
当日，于魁智、李胜素两位京剧名家携国家京剧院演员在武汉洪山礼堂进行专场

演出，为观众带来国粹经典《穆桂英挂帅》，此次演出是“戏码头——全国戏曲名家名
团荆楚行”系列活动的开端。 新华社 发

京剧名家唱响武汉“戏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