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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乔·沃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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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汤姆·赫兰德、 小罗伯特·
唐尼、迈克尔·基顿、玛丽莎·托梅
联袂主演的好莱坞科幻冒险动作
电影《蜘蛛侠：英雄归来》将于本
周上映。

影片讲述了年轻的蜘蛛侠彼
得·帕克，在钢铁侠的帮助下与终
极大反派秃鹰进行斗争的故事。
在经历了《美国队长3：内战》中与
复仇者联盟成员惊心动魄的对战
后， 彼得回到和梅阿姨共同居住
的家，并受到新导师托尼·斯塔克
的暗中关注。 彼得试图回归正常
的日常生活，然而却经常被“企图
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一位友好邻居
的想法扰乱心绪， 直到影片中的
全新反派秃鹰的出现， 对彼得来
说重要的一切都开始受到威胁。

秃鹰作为经典蜘蛛侠的恶棍
之一， 曾在 《超凡蜘蛛侠2》 中
首次出场。 而此次秃鹰化身一代
枭雄 ， 装备全方位升级酷炫异
常， 自带人工智能科技十足的头
盔、 力大无比的机械臂以及全自
动的 “复仇之翼”， 即将点燃一
场巅峰对决。

导演： 山田尚子
9月8日

击败 《你的名字》 一举斩获
“东京动画奖” 最佳动画和最佳
编剧的日本电影 《声之形》 将于
本周上映。

《声之形 》 是继 《你的名
字》 之后， 日本又一部现象级的
动漫电影。 讲述善良、 可爱， 又
有听觉障碍的少女西宫硝子， 和
曾经伤害过她的少年石田将也的
故事 。 西宫硝子在学校备受欺
负， 得不到友情和关爱， 但她总
是对周围一切抱以善意。 石田将
也是主要施暴者之一， 他因此也
被周围的同学孤立起来。 经过五
年时间， 两人步入高中， 随着成
长他们逐渐体会到彼此的心情和
处境。 在跌跌撞撞的青春中， 少
男少女们终于学会了接纳别人，
与自己和解。

《声之形》 在日本上映时揽
下23亿日元票房， 超越 《轻音少
女》 剧场版成为京都动画历史上
最卖座的电影， 还在东京动画奖
2017评选中斩获最佳动画奖和最
佳编剧奖。 于彧 整理

《蜘蛛侠：英雄归来》

《声之形》

来国学文化节领悟国学之美

《《迷迷镇镇》》：： 使使命命感感十十足足新新意意欠欠缺缺

■台前幕后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9月1
日下午， 在停产多年的首钢原中
板厂宏大的厂房里， 炼钢转炉又
一次“转动”，红彤彤的钢水又一
次“流动”，只不过这一次在转炉
周围忙碌的身影已不是钢铁工
人，而是话剧《实现·突围》的演员
们， 转炉和钢水也是高度艺术化
的大型舞台布景。当天，已经在这
里排练半个月的大型产业工人
题材原创话剧 《实现·突围 》正
式对外发布 ，该剧由首钢文化
公司出品 ， 并联合北京市曲剧
团制作，将于9月21日至26日在民
族剧院上演， 向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献礼。

记者在发布会上获悉， 该剧
以百姓的视角聚焦 “钢铁故事”，
在70年的时间跨度中， 围绕三个
家庭四代钢铁人的英雄梦、 技术
梦、 钢铁梦、 中国梦， 通过描写
他们面对各个时期使命， 坚持寻
梦、 追梦、 圆梦的故事， 反映了

在中国工业文明的发展历程中，
产业工人群体的工作生活、 情操
理想， 展现了产业工人群体为实
现 “四个现代化”、 为实现 “中
国梦” 做出的巨大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剧的剧
本创作领衔者为一名首钢职工+
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梧

桐先生的组合， 部分故事情节取
材于现实产业发展转型中的真实
故事， 也有部分人物的原型即为
首钢集团先进职工代表和劳动模
范。 同时， 经过艺术创作， 保证
了该剧的行业特质、 文学品质及
艺术品味。 而首钢联合北京市曲
剧团的这种 “国有文化公司+国

有艺术院团” 的合作模式， 为打
造一台高质量、 高水准的话剧也
提供了保障。

话剧 《实现·突围 》 的导演
也由梧桐先生亲自挂帅。 梧桐介
绍道： “该剧作为一部具有鲜明
的当代审美气质的现实主义作
品， 不仅在题材上填补了目前产
业工人题材剧目的空白， 而且在
艺术表现形式上实现了在视角的
一体化和多维性方面的全方位整
合创新。 舞美设计在保持行业质
感的前提下， 由灯光切分区域并
带动视听节奏， 以全场无死角的
多位多媒体投放让整个舞台灵动
起来， 以此强化该剧的科技感、
时尚感和时空感。”

同时梧桐表示， 该剧在人文
气质上， 将以有温度、 有态度、
有力度的文化思维， 展示舞台上
的中国气度， 以情感的延续性传
承来打通70年的时间跨度， 以期
生发正能量的当代共鸣。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9月9
日至9月28日， 第六届北京孔庙
国子监国学文化节将拉开帷幕。
本届文化节将延续 “国学圣地，
德化天下” 的主题， 通过 “国学
展示 ” “国学交流 ” “国学体
验” “国学传播” 4大板块、 16
项 （22场） 主题活动为大众奉上
一场国学饕餮盛宴。

本届国学文化节在开闭幕式
上将分别举行集体行拜师礼及祭
孔大典， 展示国学文化的渊源和
魅力。 活动期间， “壮美中轴·

魅力国学” 系列展示、 “大美寻
源 ” 系列展览 、 “国子监大讲
堂” 10周年纪念活动、 “京津冀
非遗展走进王府井” 等活动， 将
让大众体会传统文化之美。

文化节期间将通过线下、 线
上相结合的方式， 全面推广国学
文化节。 线下将组织校园国学文
化活动、 “9·16” 国学领读日活
动； 线上将提供国学经典数字图
书， 可供在线阅读、 下载。 公众
可搜索添加 “国学文化节” 微信
公众号， 了解活动动态详情。

本报讯 （记者 于彧） 9月29
日至10月6日期间， 以 “中国梦·
中华魂·戏曲情” 为主题的2017
中国戏曲文化周将在园博园内上
演， 届时花车巡游表演、 地方园
唱地方戏、 票友大赛等丰富多彩
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一个具有传
统风味儿和文化气息的国庆中秋
假期。

2017中国戏曲文化周官方网
站于近日上线， 将第一时间展现
活动最新安排及精彩亮点 。 同
时 ， 全球京剧票友大赛鸣锣开

战， 分赛区复赛陆续拉开战幕。
9月29日至10月6日， 复赛胜出的
票友将汇聚园博园， 进行激烈精
彩的擂台挑战总决赛。 此外， 长
安大戏院、 梅兰芳大剧院等也将
上演精品剧目。 在文化周期间，
观众不仅能过足戏瘾， 还可以体
验戏曲演出， 参与北京漆雕、 蔚
县剪纸等非遗产品的制作。

今年的中国戏曲文化周适逢
国庆和中秋假日， 中秋节当天特
别安排了 “卢沟晓月” 中秋文化
活动。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为迎
接新学年的到来， 北京图书大厦
于8月31日至9月30日推出 “金
秋开学礼·读书正当时 ” 主题
系 列 活 动 ， 用 6 万 种 学 生 用
书 、 十 余 项 优 秀 出 版 物 展 销
和 多 场 文 化 读 书 活 动 为 本 市
数 百万大中小学生开启新学年
备足 “燃料”。

“悦读悦想听” 图书文化沙
龙活动是北京图书大厦7月中旬
最新打造的活动平台， 为了能让
更多的读者参与到活动中来， 图
书大厦于9月1日至24日在二层共
享空间 “悦读悦想听” 图书文化
沙龙为广大读者送上 “开学礼”，
开展 “送给爱读书的你” 活动，
通过活动可获赠 《繁星·春水 》
《朝花夕拾》 各一册。

9月3日、 9日两天在二层共
享空间还将推出重点学校推荐读
物朗读会 ， 邀请广大读者朗读
“重点学校推荐读物” 中图书的
优美片段， 并为参与朗读的读者
赠送礼品。 9月10日教师节当日，
凡持有教师资格证的读者购买一
至四层图书可享受 8.5折优惠 。
同时， 9月1日至9月10日推出教
辅图书大型换购活动。

《迷镇》 被安排在威尼斯电
影节的最佳时段———首个周末的
黄金时间放映， 可见影展对其的
重视。 的确， 克鲁尼执导， 科恩
兄弟编剧做保证， 马特·达蒙倾
情、 朱莉安·摩尔和奥斯卡·伊萨
克主演， 加上同样强大的幕后阵
容， 有理由让人们期待碰撞出激
情火花。 不过， 正是因为大家期
待太高， 结果虽然不失水准， 影
迷们的内心依然稍有失落或是失
望， 人们渴望的强强联手， 创新
和惊喜却并没有如期而至。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
末的一个郊区小镇上， 通过小镇
普通人的日常， 聚焦人性善恶和
种族歧视问题。

克鲁尼参与的影片， 经常会
嵌入社会政治话题。 他将历史上
的真实事件放到影片中， 对美国
社会毫不留情地进行批判。 战后
美国的中产阶级白人们在城郊购
买别墅， 期待美好的生活， 悖论
的是， 背叛、 暴力、 欺骗、 歧视
……小镇暗处的丑陋也毫不掩饰
的在这里上演。 对应今年8月发
生在夏洛特城的种族歧视冲突，

人们不由吃惊， 历史总是如此巧
合， 60年后类似的场景会再次出
现， 由此也赋予影片当下政治背
景下的特殊意义。 种族隔离、 歧
视和打造壁垒阻隔交往， 这和今
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做法没有什
么本质差别， 克鲁尼在影片中充
满对现实的嘲讽。

达蒙和朱莉安·摩尔扮演的
白人洛基一家， 作为黑人家庭的
邻居， 正是在这样一条支线和背
景下， 平行地缓缓拉开另一个惊
悚的故事。

演员、编剧、导演、制片……
多产且多面手的克鲁尼组建了一
支强大的制作表演团队。 《迷镇》
的顶级配置， 决定了它在技术层
面上的无可挑剔， 上个世纪50年
代的复古氛围、时代背景，故事层
层递进，犯罪、鲜血、阴谋……《迷
城》 有着商业片的流畅， 工整娴
熟。科恩兄弟担纲编剧，自然忘不
了黑色幽默的风格代入， 血腥的
同时又透着一股超现实的幽默。
悬疑很快就揭开了谜底， 角色们
接下来的疯狂脚步， 朝着不可控
制的方向发展。

马特·达蒙对于老搭档不仅
信任， 而且敢于破例。 一脸憨厚
自称长着普通人面孔的达蒙， 很
乐意在老伙计镜头下冒险做新尝
试。 影片中他扮演的角色从未有
过的疯狂， 在他本人的职业生涯
表中实属罕见。 而 《醉乡民谣》
中的痴迷音乐人奥斯卡·伊萨
克 ， 片中虽然戏份有限 ， 对剧
情推动转折却足够重要， 可惜命
运不济 ， 很快成了疯狂的牺牲
品。 女主角朱莉安·摩尔包下了
孪生姐妹戏， 对于早已影后头衔
等身的摩尔， 这当然不成问题，
可惜， 除了演员自带星光， 角色
本身却并不让人感受到更多的独
特和光芒。

《迷镇》 的商业院线成功似
乎没有太多可担心， 不过， 总体
故事结构和剧情内容中规中矩 ，
并没有更多新意， 也使得影片在
威尼斯夺奖的希望不大。 不过，
虽然因为讲述的内容太多而深度
缺乏足够挖掘， 凭借好莱坞群星
闪耀的影响力， 影片若能起到一
些电影之外的社会意义， 也足够
令人称赞。 （刘敏）

首钢出品产业工人题材原创话剧

国庆有约园博有“戏”

图书大厦
送读者“开学礼”

《实现·突围》讲述钢铁人圆梦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