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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鱼》

《月鱼》 是直木奖得主、 书
店大奖得主三浦紫苑人气佳作。
该书讲述两个年轻人如何重拾友
谊的故事 。 因为一册稀有的旧
书， 两个家庭支离破碎， 原本亲
密无间的少年再也无法坦诚相
对。 时光缓缓流逝， 他们的人生
道路看似波澜不惊， 却一直暗流
涌动。 忘不了的往事， 回不去的
童年， 填补不了的心灵裂缝， 无
时无刻不在纠缠着他们。

三浦紫苑文风清新自然， 尤
其擅长书写冷门职业和匠人精
神。 在她笔下， 有旧书商人、 便
利屋店主、 编纂字典的编辑、 细
工花簪匠人……有读者称 “写冷
门职业比她还清新有趣的作家，
我至今没有见到过”。

吴京：
给中国科幻电影一个机会

《流浪地球》有望年内上映

本报讯 由刘慈欣原著改编，
郭帆执导的冒险科幻电影 《流浪
地球》有望于年内上映。该片是吴
京和郭帆导演的首次合作， 此次
助力也证明了吴京对中国科幻电
影新类型充满了信心。

《流浪地球》 讲述的是地球
正在遭遇一场波及全人类的危
机， 为此人类不得不开启 “流浪
地球计划”，顽强自救、冒险一搏。

今年四月在青岛院线推介会
上， 吴京也谈到了自己为什么会
参演 《流浪地球》。 他表示在看
过剧本后， 自己被其中的人物、
故事、 场景， 以及这场前所未有
的人类冒险所打动， “哭得稀里
哗啦的， 也从心里认可了这部电
影”。 在进组以后， 吴京又看到
郭帆导演和团队不眠不休的工作
状态 ： “这次我仿佛在他 （郭
帆） 身上看到我当年的影子， 执
着、 疯狂地投入到自己喜爱的事
业中， 哪怕是遇到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的时候， 也一边崩溃
一边默默强撑。”

对于中国科幻电影， 吴京也
有着自己的理解。 中国电影在之
前并没有特别出色的科幻类型作
品，而《流浪地球》的出现，吴京认

为这是给自己的一个机会， 同时
也是中国科幻电影的一个机会。

郭帆认为 ， 中国的科幻电
影， 文化内核和美学呈现必须是
中国的， 这样观众才会认同并产
生共鸣 。 他带领团队数次修改
《流浪地球》 的梗概、 分场和剧
本， 力求故事内核、 故事中的人
物情感、 思维方式、 行为模式，
乃至是世界观， 都展现出中国的
人文气质。

《流浪地球》筹备历经三年之
久并于去年五月开拍， 目前该片
正在后期制作中。 （新华）

本报讯 （记者 陈艺） 从7月
17日至21日， 上海金星舞蹈团舞
蹈作品 《三位一体》 《野花》 将
先后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上演。

此次即将上演的现代舞 《三
位一体》 是由三位国际编舞大师
的作品组成。 其中的作品 《应用
程序》 由荷兰编导克尔·舒马赫
编排。 届时， 台上舞者将以配备
的手机把摄像头画面投射到舞台
背景 ， 营造非同一般的视觉特
效。 南非艺术家的作品 《回声》
则聚焦女性， 由每位女性各自的
故事展开， 而每个故事又交织在
一起， 相互回应， 通过女性视角
来阐述对生命改变的感知与体
验。 亚瑟·库格兰的作品 《笼中
鸟》 以自由之舞探讨爱的束缚与
表达 。 三部作品都极具现代思

维， 旨在用肢体探索人类生命中
的不同命题。

此次来京上演的现代舞 《野
花》， 是金星舞蹈团2018年全新
作品， 也是该团与亚瑟·库格兰
继 《笼中鸟》 之后的二度合作。
在新闻发布会上， 该团艺术总监
金星说： 野花是一种有态度的存
在， 它鲜艳、 浓重， 带有浓郁的
表现主义精神， 不向平庸低头，
自由绽放。

成立于1999年的上海金星舞
蹈团， 是中国第一家民营现代舞
蹈团体。 早在十年前， 金星舞蹈
团就曾与美国斯坦福大学交响乐
团一道， 共同登上国家大剧院的
舞台， 此次演出是该团与大剧院
的第四次合作。

陈艺 摄

■明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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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
科学的B面》

于彧 整理

高音背后的黄绮珊
更想用歌声抚慰大家

5年前， 黄绮珊曾登上 《我
是歌手》 的舞台， 她的演唱让屏
幕前的很多人为之惊艳。 有乐评
人评价， 在音高、 音域等技术指
标上， 黄绮珊已经达到了顶尖水
平。 不过， 她的高音也并未俘获
所有人 。 有人说 ， 她只会唱高
音 ， 歌曲里缺乏情感 。 也有人
说， 在她的歌里找不到共鸣。 5
年过去， 黄绮珊发了两张专辑，
《小霞》 以及最近的 《时光》， 但
这样的讨论仍在继续 。 黄绮珊
说， 关于高音和技术， 她已经不
再想谈了。

不只会唱高音

没有几位女歌手像黄绮珊一
样 “大器晚成” ———单就名气而
言。 她是个从小就具备唱歌天赋
的重庆妹子。 18岁时， 她考入重
庆华桦舞蹈团， 本来要去跳舞。
因为偶然的一次机会， 她给歌队
队长唱了一首歌， 由此便从舞蹈
队转到了歌队， 之后开始了职业
歌手的生涯。

作为歌手， 黄绮珊的资质是
令人艳羡的。 她在重庆各个地方
演出， 不露面， 靠歌声就能赢得
大片喝彩。 据说， 重庆的酒吧歌
手都以跟黄绮珊飙过歌而自豪。
但她的歌手路却并不顺畅， 她从
重庆唱到了贵阳、 海口、 广州，
1998年， 又唱到了北京， 还推出
了个人专辑 《只有你》。 名气越

来越大， 但人气却并不旺。 这一
度让她陷入困境中， 甚至开始质
疑人生的意义。 2004年， 黄绮珊
开始接触到人生中除了唱歌的另
一大爱好———网球。 她曾在业余
网球比赛中， 多次获得冠亚军。
有时通告结束， 她的第一件事就
是直奔球场。 她说， 自己对网球
的热爱并不亚于唱歌。

来到北京20年， 在远离歌唱
的生活里， 黄绮珊终于获得了些
许快乐。 她不再主张去比较， 包
括跟别人比较、 跟过去的自己比
较， 如果要比， 应该要比 “我比
你温暖， 我比你平和， 我比你懂
得不去抓什么”。

人到中年， 当她以一个观察
者的身份来到大众面前时， 除了
标榜自我，她还想关怀他人。 《小
霞》做完的三年时间里，她曾多次
去找人聊天，了解他们的心境，同
时也与自己聊天，了解自己以及
别人可能出现的心理状况。

黄绮珊想用歌声来抚慰大
家， 但如何来做呢？ 她问自己，
“我还要像过去那样高歌吗？ 还
要用技术性来解决这些问题吗？
我觉得不可以。”

没有“流量”更自由

从《倒淌河》开始到《不完美
的美》结束，《时光》收录11首歌，
有流行、 摇滚、 蓝调， 各有各的
风格。 连排序都有讲究， 黄绮珊

说， 《倒淌河》 讲的是人生可以
有重来的机会， 而 《不完美的完
美》 就是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这次专辑的制作人仍是黄绮
珊的老朋友冯锐 ， 那首 《只有
你》 就出自他手。 在制作人手记
中， 冯锐写道， 在策划专辑时，
一个不变的想法就是展示更多可
能性的黄绮珊。 他给专辑设定了
一个主题———用爱拥抱现实的焦
虑感、 孤独感、 漂泊感。

音乐是最好的治疗， 黄绮珊
也说， 她想借歌曲来安慰大家，
不要这么颓废， “美好生活在我
的唱片”， 她想呈现出一种健康
生活的方式方法。

3年前， 一张 《小霞》 让很
多人都知道了黄绮珊的本名———
黄小霞， 她曾说， 自己骨子里一
直认定小霞才是她。

有业内人士评价， 《小霞》
展现出了黄绮珊更丰富的演唱技
巧和形态， 没有高音， 而是以小
嗓门和小细节取胜。 后来， 《小
霞》 还为她赢得了一个金曲奖最
佳女歌手提名。

对于黄绮珊来说， 这是她的
两种状态 。 “小霞的音乐很细

腻 ， 很音乐性 ， 很技术 ， 坦白
说， 我不是在讲我， 而是整个乐
团。 黄绮珊可能就是我的性格。”

黄绮珊说 ， 做小霞 1.0时 ，
她就想到了要启动这张唱片， 她
希望黄绮珊和小霞交替往前走，
小霞1.0、 黄绮珊 1.0、 小霞 2.0、
黄绮珊2.0。 而这张 《时光 》 不
是小霞， 而是回归黄绮珊。

黄绮珊则是个多变体， 别人
形容她是 “金刚芭比”， 她也欣
然接受。 她说自己不是只喜欢一
款的人， 而是一静一动。 一边喜
欢书法、 茶道， 一边又很摇滚喜
欢机车健身。

对于这样的生活节奏， 她非
常满意。 虽然没有什么 “流量”，
但却更加自由。 在她看来， 知道
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才是
自由。

“有没有热度不是我能够决
定的， 而是你诚实的交代一个你
要交代的事情。” 她说， 有些事
情存在就有它的道理， 这也是时
代的现实， 所以不要去跟别人比
你没有的。 “我做这样的唱片，
别人也做不来。” 她调侃道。

(中新)

《人类学+： 科学的B面 》
从科普的角度， 讲述了关于人类
学的一些冷门故事和罕见历史。
该书注重于人类学和其他相关学
科的交叉 ， 比如考古学 、 生物
学、 医学、 社会学等。 但这本书
并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向
人类学教材， 而是专注于解读有
关于广义人类学历史中， 各种不
为人知的真实故事： 尼安德特人
把抑郁症传给了我们？ 人类会被
寄生物控制意识吗？ 有比埃博拉
病毒还要厉害的病毒吗？ 传说中
的 “裂脑人” 究竟有什么特殊能
力？ 为什么南美小镇的913人选
择集体自杀？ 一支苏联探险小队
为何会在雪山一夜全员暴毙？

在作者有如纪录片导演般的
引领下， 读者可以如同身临其境
一般 ， 亲历各种事件的来龙去
脉， 并从中了解到其中的真相和
内幕， 以及相关的学科知识。

■文娱资讯

上海金星舞蹈团来京献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