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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4 日至 6 日， 贵州省花灯剧

院演出小分队， 先后走进安顺市经开区、 关岭

县、镇宁县、普定县、紫云县的 10 个社区，举办

了 10 场精彩演出，为群众送去新年的祝福。

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我们的中国梦” ———

文化进万家·多彩贵州百姓大舞台系列活动

之一， 旨在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艺术作

品，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新需求、新期

待，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 幸福

感，营造欢乐祥和、喜庆热烈、文明进步的节

日氛围。

1 月 4 日， 省花灯剧院 40 余名文艺演职

人员分别走进安顺市经济开发区、 关岭县举行

慰问演出。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为当地群众表

演了舞蹈《繁灯舞曳》、女声独唱《我的祖国》、

唢呐演奏《梦中的兰花花》、二胡演奏《大渔》、

小品《驼子回门》等 10 余个丰富多彩的节目。

在关岭县百合街道同康社区和永宁古镇演

出现场， 不少观众都是全家出动， 提前占好位

置，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

随后， 省花灯剧院又组织 20 余人的演出

小分队分别走进紫云县松山街道城南社区易

地扶贫移民安置点和云岭街道易地扶贫移民

安置点， 用精彩的节目为当地群众带来家的

温暖和祝福。

“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看到老百姓对文艺

节目的需求， 更觉得我们应该努力让他们有更

多的文化获得感。 ” 贵州省花灯剧院院长邵志

庆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红薇）

省花灯剧院

携精彩节目进社区

本报讯 1 月 8 日， 由中国书刊发行业协

会主办、在北京举行的“2019 时代出版·中国书

店年度致敬盛典” 上，我市实体书店钟书阁云

上方舟店、贵阳一中新世界国际学校的“智慧

钟书·博雅书苑” 分别被授予“年度最美书店”

和“年度校园书店” ，这在贵州实体书店经营历

史上尚属首次。

钟书阁自 2018 年 10 月份营业以来， 在书

店经营中，始终坚持“为读者选好书，为好书找

读者” ，在图书选品上精益求精，增添了这座城

市的人文温度。 云上方舟店曾创下了日均客流

量 3.3 万人次、 单日销售额 16 万元的骄人佳

绩，彰显着贵阳市民的读书热情；而“智慧钟

书·博雅书苑” 店，围绕着学生和老师的悦读需

求，创建一个快乐的悦读空间，赢得一致好评。

同时，书店围绕“阅读，悦读” ，注重文化交

流平台的塑造。 云上方舟店先后主办承办了

2019年全民悦读名家诵读经典暨青少年课文朗

读大会、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辛《五姐妹》的

创作交流会、贵州《山花》杂志主编冉正万签售

会、乐嘉·“性格色彩学” 主题讲演等活动；今年

还将推出 《贵州文化长卷·推动中国历史发展

的卓越贵州历史人物画卷》， 该画卷由省内外

多名知名学者担任专家、 文史顾问， 邀请黄天

虎、钱文观、王建山等知名画家联袂创作，预计

今年 8 月在北京举行首发仪式。

另外， 自 1 月 12 日起， 钟书阁云上方舟

店、博雅书苑将正式推出悦读文化贺礼，包括

限量版钟书阁鼠年生肖充值卡、 薪火读书卡、

订制书签等，以飨读者。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辉）

贵阳钟书阁

两实体书店获殊荣

分别被授予 “年度最美书

店” 和“年度校园书店”

新华社电 国家京剧院建院 65 周年系列

活动日前拉开大幕。剧目展演、京剧艺术展陈馆

开馆、 京剧电影工程暨中国京剧像音像工程成

果展映周、《杜近芳口述实录》 新书发布等活

动， 立体呈现国家京剧院传承民族艺术的丰硕

成果。

国家京剧院“以演代庆、展示成果” ，于 1

月 1 日至 17 日在梅兰芳大剧院连续为观众呈

现 18 场精彩演出，《杨门女将》《贵妃醉酒》

《凤还巢》《大闹天宫》《大漠苏武》《红灯记》

《江姐》《春草闯堂》《延安往事》等一一上演。

自 1 月 10 日起，国家京剧院举办京剧电影

工程暨中国京剧像音像工程成果展映周， 京剧

电影《龙凤呈祥》《穆桂英挂帅》，京剧像音像

《梅妃》《安国夫人》《甘宁百骑劫魏营》 等将

与观众见面。

位于京剧像音像工程北京基地 （人民剧

场）的京剧艺术展陈馆同期开馆。 展陈馆陈列

历史文物，回顾国家京剧院发展历程；展示精彩

图文， 彰显国家京剧院艺术成就； 感触活态影

音，营造京剧艺术特色气息；沉浸互动体验，体

现传统文化传承创新。

国家京剧院院长、 党委书记宋晨表示，65

年来， 国家京剧院始终发挥作为国家艺术院团

的导向性、代表性、示范性作用，秉承善于继承、

长于借鉴、勇于创新、精于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

精神，形成了思想内容丰富、艺术严谨、舞台清

新、流派纷呈、阵容齐整的艺术风格，在继承民

族艺术优良传统的基础上， 借鉴古今中外的艺

术精华，不断推陈出新、积极探索，创造具有浓

郁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当代京剧。

国家京剧院建院 65 周年

“以演代庆、展示成果”

2019年度电影盘点———

中国叙事 交响和鸣

特约撰稿人 曾念群

聚焦

■主旋律集体爆发，

组合拳交响和鸣

2019 年全年上映片 600 余部，

破亿影片已过 80 部， 破 10 亿影片

15 部，破 20 亿影片 6 部。 回看全年

票房前十，国产片占据八席，冠亚军

由“暑期档” 票王《哪吒之魔童降

世》和“春节档” 票王《流浪地球》

霸占，传统的好莱坞巨制仅有《复仇

者联盟 4》和《速度与激情：特别行

动》 分列第三和第十。 此外， 还有

《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疯

狂的外星人》《飞驰人生》《烈火英

雄》和《少年的你》跻身前十。

更新后的中国电影票房总榜

上，《哪吒之魔童降世》和《流浪地

球》跻身影史三甲，排在《战狼 2》

之后，2019 年共计为票房十强榜输

送四部国产影片，排在第九、十位的

《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将好

莱坞品牌 《速度与激情 8》 挤出前

十。 至此，中国票房总榜前十国产电

影列九席之众，好莱坞仅有《复仇者

联盟 4》列第四。 换句话说，中国影

史票房前十，2019 年贡献了半壁江

山。

全年最闪耀的高光时刻当属

“国庆档” ，此期主旋律影片《我和

我的祖国》《中国机长》 和 《攀登

者》三箭齐发，一举拿下了 50.48 亿

元票房，将该档期此前的 24.12 亿元

纪录整整翻了一倍。

和其他几个“黑马” 驰骋的高

热档期不同，2019 年的 “国庆档”

三强是典型的“白马” 圈地运动。 它

不是即兴而为，也不是市场偶发，亦

不是使命任务的巧合， 而是新主旋

律创作针对特殊的庆典因势利导，

结合市场特征做出的一次有意识、

有策动、 有目标的攥拳打包和集体

突围。

就单片而言，2019 年“国庆档”

留给市场的启示也很多。《我和我的

祖国》聚焦七个历史高光时刻，每一

个都是宏大叙事的体量， 然而导演

并没有采取传统主旋律的高举高

打，而是从小人物切入大事件，将个

体与宏大历史照会， 有同呼吸共命

运的一面，也有个体牺牲的一面，非

常接地气，也非常亲民。 多导演拼盘

的电影以前也有过， 但大都不尽成

功。《我和我的祖国》是有史以来最

叫好又叫座的拼盘电影， 如何让此

类电影发挥组合拳优势， 是接下来

要攻克的命题。

《中国机长》开创了我们民航

空难题材的先河， 也刷新了我们新

闻事件快速改编的纪录。 影片的原

型故事发生在 2018 年 5 月 14 日，7

月份电影就完成了备案，也就是说，

事件新闻一出， 片方就已经开始着

手改编了，可谓神速。 生活永远是最

好的编剧， 如何在我们纷繁的生活

中挖故事，向突发事件挖故事，从百

姓关注的热点挖故事， 如何兵贵神

速地将身边的突发事件转化成视听

艺术， 这是中国电影必须学会的常

规技能。 在这方面，《中国机长》开

了个好头。

《攀登者》在三部影片中看似

垫底， 却也低调地报收了 10.84 亿

元，这个业绩放在往年“国庆档” ，

也是个华丽丽的数据。《攀登者》以

国家登山队为底色， 也是个纪实故

事的改编， 然而相比另两部同期竞

争对手，它给我们留下的，更多的是

教训。 影片的商业诉求并无不可，问

题在于它用了一段乱入爱情戏打乱

叙事节奏， 同时用武侠片才有的超

物理动作打破了纪录题材的代入

感， 总在关键时刻离间着观众与片

中人物的共情。

“国庆档” 三驾马车并非 2019

年主旋律影片仅有的作为。 “暑期

档” 上映的《烈火英雄》与《哪吒之

魔童降世》合围，将 2019 年 8 月影

市推向同期新高，《烈火英雄》最终

报收 16.92 亿元，跻身年度票房榜前

八。 《烈火英雄》由文学作品《最深

的水是泪水》改编而来，而这一故事

的背景源于 “大连 7·16 大火” ，和

《中国机长》类似，又是一个真实灾

难事件的改编。 不难发现，2019 年

是个不折不扣的主旋律影片爆发

年， 票房前十的影片中，《我和我的

祖国》《中国机长》《烈火英雄》和

《攀登者》四部都是主旋律诉求。 这

看似市场的巧合，其实不尽然，它的

背后， 是新主旋律创作躬耕十年的

结果。

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我和我

的祖国》制片人黄建新，系《建国大

业》的导演。 2009 年，黄建新执导的

《建国大业》 冲进年终票房榜三甲，

开启新一轮主旋律大片市场化的尝

试。 如今十年过去，除了高举高打的

“伟业三部曲” ， 还吸引了徐克加盟

样板戏改造的《智取威虎山》，不仅

有从主旋律诉求出发，口碑和市场皆

双赢的 《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

等，还有纯粹从市场出发，兼容一定

主旋律诉求的《流浪地球》和《战

狼》系列。 接下来的“春节档” 还有

《紧急救援》和《中国女排》整装待

发，新主旋律创作不再是单打独斗的

尝试，已形成交响和鸣的新格局。

■国漫、科幻崛起势头

迅猛， 类型突破攻城

略地

2019 年全年最大的惊喜， 莫过

于暑期档《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出

位。 在此之前，中国影市动漫分舵已

有三部国漫进入十强票榜， 依次是

第五位的 《大圣归来》、 第七位的

《熊出没·变形记》和第九位的《大

鱼海棠》， 票房分别为 9.56 亿元、

6.05 亿元、5.65 亿元。 《哪吒之魔童

降世》先是轻松改写《大圣归来》盘

踞四年之久的国漫纪录，紧接着不费

吹灰之力就把《疯狂动物城》《寻梦

环游记》以及《神偷奶爸》三座好莱

坞纪录的大坝摧毁，将动漫票房影史

冠军数据从《疯狂动物城》的 15.30

亿元直接提档到了 49.97 亿元。

不仅如此， 国产动漫还第一次

具备了和其他类型题材抗衡乃至平

起平坐的实力。 在此之前，国产动画

作品的佼佼者《大圣归来》在中国

影市总榜上排行七十名开外，《哪吒

之魔童降世》一举打破了这一格局，

不仅将深耕十年的好莱坞超英品牌

《复仇者联盟 4》踩在脚下，还跻身

中国影市总榜亚军， 排在它前面的

仅有《战狼 2》。此役过后，国漫具备

了和动作、科幻、奇幻、战争、喜剧等

诸多类型片， 以及中外一线大片分

庭抗礼的能力。

和四年前《大圣归来》的异军

突起不同，四年之后的中国动漫，已

经有了集体崛起的势头。 2019 年 1

月，《白蛇：缘起》在没有宣传攻势

的前提下， 凭借口碑发酵拿下 4.53

亿元票房； 接着是传统科目 《熊出

没：原始时代》继续“春节档” 合欢，

以 7.14 亿元业绩位列动漫榜亚军；

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余温中登陆

的《罗小黑战警》，虽然没能续写动

漫票房的神话， 但 3.15 亿元的票房

也够华美； 由中美合拍的 《雪人奇

缘》则在“国庆档” 虎口拔牙，拿下

1.25 亿元的成绩；此外还有《昨日青

空》和《全职高手之巅峰荣耀》等上

位八千万元档，丰富着市场的选择。

成人向和工业化是近年国漫大

趋势， 除了儿童向的 《熊出没》和

《喜洋洋与灰太狼》系列品牌扛鼎，

近年还涌现了 《大鱼海棠》《风语

咒》《大护法》《大世界》《魁拔》系

列等风格突出的成人向作品， 此外

《秦时明月》《小门神》《十万个冷

笑话》《一万年以后》等工业水准也

相当硬核。 2019 年共有《哪吒之魔

童降世》《白蛇： 之缘起》《罗小黑

战记》 三部成人向动漫作品跻身国

漫票房榜十强，加上位列第五的《大

鱼海棠》和第十一、十二位的《十万

个冷笑话 2》和《风语咒》，成人向

动漫工业大片的暖流业已行成。

要不是 《哪吒之魔童降世》喜

从天降，2019 年最风光无限的影片

当属《流浪地球》。 《流浪地球》乃

中国“硬科幻” 工业巨制的第一炮，

寄托着中国科幻类型崛起的期许，

一度在中国影史票房总榜亚军的宝

座上落座半年之久。 而 46.74 亿元

的业绩， 和 《哪吒之魔童降世》的

49.97 亿元相差无几， 两片齐力将

《复仇者联盟 4》阻击在三甲开外。

可喜的是， 中国科幻片并非空

中楼阁， 而是以一大批优秀的科幻

作者和科幻著作为底色。“春节档”

共计有两部作品改编自科幻小说，

除了“硬科幻”《流浪地球》改编自

刘慈欣同名小说外， 另一部宁浩执

导的“软科幻”《疯狂的外星人》改

编自刘慈欣小说《乡村教师》， “春

节档” 科幻改编可谓“软硬兼施” ，

包揽了“春节档” 冠亚军。 就在刘慈

欣《三体》指染 73 届“雨果奖” 最

佳长篇次年，郝景芳的《北京折叠》

斩获 74 届最佳中短篇殊荣，有这批

比肩全球的科幻作者打底， 意味着

中国科幻改编的家底渐丰。

然而，2019 年成也科幻，败也科

幻。“暑期档” 当打星预期原本并非

《哪吒之魔童降世》，而是同样被寄

予中国硬科幻“希望之光” 的《上海

堡垒》。 这部由“流量明星” 鹿晗和

舒淇领衔的科幻巨制 2019 年 8 月

9 日登陆，没想到上映日即刷新年度

口碑新低， 最终折戟沉沙于 1.23 亿

元，豆瓣 2.9 的评分和铺天盖地的差

评，令它在《青年电影手册》“金扫

帚奖” 第三季度评选中 “一骑绝

尘” 。

《上海堡垒》并非全无收获，作

为一个经典的反面教材， 它警示我

们必须尊重电影创作， 而不盲从于

所谓“流量明星” 。 《上海堡垒》带

来的也不完全是负面， 针对排山倒

海的批评声浪， 导演滕华涛第三日

便公开致歉， 开创了上映期导演致

歉的先河。 上一轮导演公开致歉的

案例，可以追溯到 2018 年“金扫帚

奖” 颁奖礼，《大闹天竺》导演王宝

强到场领取“最令人失望导演” 奖，

并公开向观众道歉。 受得住观众批

评，能正视自己的缺陷，并敢于在第

一时间承认自己的错误，成为 2019

年电影圈的一股清流。

2019 年， 类型上的密集点出现

在犯罪题材上，《南方车站的聚会》

《误杀》《受益人》《铤而走险》《平

原上的夏洛特》《唐人街探案 2》

《反贪风暴 4》《扫毒 2》《吹哨人》

《两只老虎》《“大” 人物》《长安

道》《人间喜剧》《云雾笼罩的山

峰》《秦明：生死语者》《保持沉默》

《沉默的证人》《追兄十九年》等一

大批电影， 不约而同地在犯罪题材

上下功夫，泥沙俱下，严重稀释了近

年犯罪类作品的含金量。

■新人喷涌现惊喜，

中生传帮代有作为

导演处女作在这一年的表现可

圈可点。《哪吒之魔童降世》是饺子

的第一个动画长片， 一出手就让国

漫市场实现了三级跳。 《罗小黑战

记》导演木头，此前只导演过主题短

篇。 《过春天》《平原上的夏洛克》

《送我上青云》《六欲天》《追凶十

九年》《云雾笼罩的山峰》等几部文

艺气质的作品，均为导演处女作。 此

外，分别由宁浩、曹保平和陈思诚监

制护航的商业片《受益人》《铤而走

险》和《误杀》，也是新晋导演的院

线处女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动漫人才这

一轮的厚积薄发。 2002 年至 2005

年，饺子历时三年半创作 16 分钟动

漫短片 《打， 打个大西瓜》， 直到

2008 年才发布并一炮而红，从此进

入行业视野。《罗小黑战记》导演木

头从 2009 年起开始连载漫画，几乎

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罗小黑”

的创作。 《白蛇：缘起》的两位导演

黄家康和赵霁虽有土豆网和追光动

画创始人王微做靠山， 但基本是电

影圈的“白丁” 。

欣喜的同时， 伴随着国产动漫

人才“曲径通幽处” 的哀凉。 饺子在

创作《打，打个大西瓜》之前，是华

西医科大学的理科男， 直到大三才

开始接触动漫创作， 而 《罗小黑战

记》导演木头，同样并非科班出身。

无独有偶，“英雄不问出身” 几乎成

为国漫这批先遣兵的主流。《大圣归

来》 导演田晓鹏学大学上的是软件

专业，《大护法》导演不思凡做职业

动漫前在电信局工作，《大鱼海棠》

导演梁璇从清华大学热力学专业辍

学，《小门神》导演、《白蛇：缘起》

出品人王微是计算机硕士……

相比之下， 剧情片的新晋导演

要科班得多， 而且多有名导保驾护

航。《铤而走险》导演甘剑宇毕业于

浙传导演专业，《受益人》导演申奥

受教于北电导演系，《追凶十九年》

徐翔云乃编剧出身，《平原上的夏洛

克》 徐磊上过传媒大学的导演进修

班，《六欲天》导演祖峰系实力派演

员，《送我上青云》导演滕丛丛为谢

飞北电导演系研究生，《过春天》导

演白雪则是其监制田壮壮北电导演

系研究生，《受益人》导演申奥更幸

运，不仅有名导监制护航，还有坏猴

子影业“72 变计划” 青年导演大业

做推手。

申奥的《受益人》，是“72 变计

划” 继路阳的《绣春刀 2》和文牧野

的《我不是药神》功成名就后，紧锣

密鼓打造的又一才俊作品， 随后还

有牛涵的《甜美生活》和曾赠的《云

水之旅》两部文艺向影片入场待发，

而这一切的幕后推手都是宁浩。 申

奥的《受益人》是这一系列作品中，

唯一一部秉承“黑色幽默” 的犯罪

类型片， 可见宁浩是把申奥当做自

己“黑色幽默” 衣钵传承来打造的。

在《我和我的祖国》里，宁浩还顺便

拉了文牧野一把， 让文牧野成为七

位导演之一， 同时也是这部打包作

品里唯一的新晋导演。

中生代里忙着给新人做嫁衣的

还有徐峥， 由他监制、 杨子执导的

《宠爱》锁定“元旦档” 跨年上映。

徐峥 2018 年监制的《超时空同居》

和《幕后玩家》，一举将苏伦送入“8

亿 +” 导演殿堂，任鹏远送进“3 亿

+” 导演殿堂。

陈思诚在成功转型 “流量导

演” 之后，也做起了新人的嫁衣。 由

他监制提携的新人新作 《误杀》正

在热映中， 上映次周把冯小刚新作

《只有芸知道》和“开心麻花” 新品

《半个喜剧》踩在脚下，照目前的票

房趋势，将是 2020 年“元旦档” 的

中流砥柱。《误杀》改编自印度电影

《瞒天误杀记》，一改此前翻拍作品

的颓势， 实现了近年海外版权改编

口碑和票房的一次双丰收。 和其他

列位新晋导演不同的是，《误杀》导

演柯汶利为马来西亚华裔， 他的出

色表现，让华语市场锦上添花。

一面是新主旋律琴瑟和鸣，一

面是类型突破和新人喷薄， 一个中

国叙事大作为的时代扑面而来。

电影《飞驰人生》海报。（资料图片） 电影《烈火英雄》海报。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