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由
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 《方志敏》
将于8月15日至18日上演。

歌剧《方志敏》的创作以《可
爱的中国》 文本为剧本出发点，
串联讲述了方志敏的革命生涯。
导演廖向红表示 ，“歌剧的创作
要在尊重历史真实、 生活真实、
人物真实的基础上，体现歌剧的
艺术性。 另外，学习西方音乐结
构，讲述中国故事。 ”

这是本月国家大剧院上演
的第二部原创红色题材的歌剧。
于8月1日起上演的中国红色经
典民族歌剧《金沙江畔》，改编自
红军作家陈靖创作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红二方面军通过藏民区
期间发生的真实事件。 在编剧过
程中，该剧编剧冯柏铭认为，“要
想通过歌剧抓住观众的内心，最
重要的是要找到情绪爆发的点，
在情绪的推动下表达情感，而不
能无病呻吟。 ”

近日， 《二十四节气 （三）》
特种邮票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首
发。 该套邮票展示了二十四节气
中秋季的六个节气 ， 采用国画
小品的形式， 以物候、 民俗、 农
事等为对象， 表现出季节轮转中
各个节气的变化 。 邮票首发当
天， 恰逢2018集邮周 “集邮与旅
游” 主题日， 今年的活动主题是
“中国梦 集邮情 ”， 西城邮政通
过活动展卖向公众展示邮票的知
识性、 鉴赏性、 收藏性， 宣传推
广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
节气”。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不想做明星， 只想做演员，
是朱亚文的坚持。 《声临其境》
大火之后， 朱亚文带着新戏 《合
伙人》 又和观众见面了。

在北京卫视播出的 《合伙
人 》 中 ， 朱亚文再一次突破自
我 ， 出演了出身贫寒 、 憨厚朴
实、 固执坚韧的底层创业者古东
青。 在剧中他与霍志远和王子两
位兄弟白手起家， 在时代变革的
大潮中几经沉浮， 历经友情、 亲
情、 爱情的考验， 在商场中努力
打拼披荆斩棘， 最终在互联网全
面扩张的时代抓住机会， 相互扶
持迈向成功。 从青涩懵懂的校园
到风起云涌的商场， 《合伙人》
演绎了一段青春热血的奋斗传
奇， 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互联
网创业者的缩影。

《合伙人 》 中 “创业三兄
弟 ” 的深厚感情令观众无不动
容 ， 戏外被网友戏称为 “文理
综 ” 男团的三兄弟也是情谊甚

笃 、 默契十足 。 相识多年的默
契、 合适的人设和丰富的表演空
间， 让 “文理综” 男团在演绎的
过程中收放自如， 拍摄中每一次
兄弟情义上的考验， 每一次兄弟
之间出现大的隔阂， 不断碰撞磨

合的过程都让朱亚文记忆深刻，
“比如说王子在天台唱歌， 我们
在仓库的生活以及最后在仓库的
正面冲突， 还有我们在惜别的路
上等等”。 在近期国内的电视剧
形态当中， 这样的三男组合、 在

每一个人物的性格基点上都可以
爆发出一些强烈冲突的戏少之又
少， “所以大家很珍惜这样一起
合作的机会， 很珍惜一些矛盾的
建立以及心理表达”。

朱亚文也和记者坦言， 虽然
《合伙人》 是一部讲述创业艰辛
的励志剧， 但是他创作的初衷并
是不想把社会表达的那么残酷不
堪， 三兄弟的 “创业联盟” 是一
个理想化的组合， 他作为创作者
也希望通过兄弟组合之间的真挚
情谊和苦中作乐， 让大家能够比
较轻松愉悦的去面对自己的就业
环境， “因为单单 ‘合伙人’ 这
三个字 ， 更多的是从技术 、 资
源 、 人脉 、 人性出发的一个组
合， 但是对于一个中国这样的情
义化的国家， 我更希望自己能跟
有情有义的朋友在一起， 能够深
度发展， 彼此成长， 彼此扶持，
走向最终的一个完整形态， 所以
他还是有一些理想化在里面。”

□本报记者 高铭

《中国工会年鉴》 是系统汇
集上一年度工会工作资料的综合
性刊物， 该书具有指导工作， 积
累资料和存史等实用价值。 《中
国工会年鉴 》 （2017） 设有特
载、 大事记、 综合、 全国产业工
会、 省级地方工会、 地方城市工
会， 全总直属事业、 表彰先进、
理论与调研、 法规与政策、 统计
等篇目 。 全书170万字 ， 全面 、
系统、 客观地记载了全国总工会
各部门、 各产业工会、 各直属单
位及全国各省 （区、 市） 工会工
作发生的新情况、 取得的新成就
和发展的新趋势， 是各级工会沟
通信息， 交流经验的重要渠道，
也是全社会了解工会工作的重要
窗口。

《中国工会年鉴 》 （2017）
还重点记录了全国工会认真贯彻
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 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
发展道路， 着力推进改革创新的
各项举措； 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
精神、 工匠精神， 团结动员广大
职工为实现 “十三五” 规划建功
立业； 经济新常态下维权服务工
作， 让广大职工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 推进基层工会建设， 着力夯
实基层基础； 《新时期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改革方案》 等内容。

作者：《中国工会年鉴》编辑部

《中国工会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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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班凯乐
《中国烟草史》

■新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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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亚文：“创业”艰辛 情义无价

本书讲述了美洲的烟草从16
世纪传入中国， 开始在中国商业
种植以来的传播历程。 从水烟、
烟枪、 鼻烟、 手卷烟到现代机制
卷烟工业， 展现了一段非常迷人
的 大 众 消 费 和 全 球 经 济 发 展
的历史。

作者利用广泛的材料， 如方
志、 农书、 笔记、 医案、 游记、
诗歌、 晚清以来的报纸、 民国小
说、 香烟广告等等， 生动地讲述
了烟草文化在中国的形成， 以及
中国如何融入世界市场。 本书荣
获美国历史学会2011年度费正清
东亚研究奖。

《妈妈咪呀2》 在席卷将近 2亿
美元全球票房后于上周登陆中国大
陆， 周末三天票房总额却只有三百
万， 联系到近年 《马戏之王》 《悲
惨世界》 《安妮： 纽约奇缘》 等全
球票房表现强劲的歌舞片引进中
国后接连遭受冷遇， 歌舞片在中
国难道注定 “水土不服”？

歌舞电影以唤起观众情感共
鸣见长。 《纽约客》 等外媒大多
给了 《妈妈咪呀2》 “不同凡响”
的好评， 也是基于它唤起了AB鄄
BA乐队带来的欢乐回忆 。 但或
许正因 《妈妈咪呀》 第一部的
“点唱机 ” 部分太成功 ， 已将
ABBA乐队风靡乐坛的金曲一网
打尽， 留给续集的就只剩下唱片
略带缺陷的B面。 对曾在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经历ABBA乐队 “主
宰” 乐坛的欧美观众来说， B面
歌单略带哀伤的情调， 呈现了一
个与歌迷心中 “热情欢乐” 有所
不同的ABBA乐队， 体验还称得
上新鲜。 而对中国观众来说， 走
出电影院的时候， 恐怕都很难回
忆起电影里放了些什么歌； 男主
角在法国餐厅用 《滑铁卢 》 表
白、 “奶奶级” 歌手雪儿和老情
人在 《费尔南多》 的歌声中重逢
等让欧美观众大笑的文化梗， 就
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歌舞片的
“感情牌” 在中国不同的文化语

境中很难通行， 是其被贴上 “小
众” 标签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 ， 《妈妈咪呀 2》
的剧本为契合ABBA乐队曲库中
的剩余资源， 第二部述说女儿苏
菲人生困惑的同时回溯母亲唐娜
年轻时的几段情感纠葛。 复杂的
双线并进， 对歌曲的叙事能力提
出了过高的要求， 结果两段故事
互相 “抢戏”， 还不时被突然的
放歌 “尬舞” 打断； 歌舞因此没
能成为剧情的加分项， 反而导致
了结构松散的问题。 《滚石》 杂
志刻薄地评价： “这部续集只有
在煽动观众情绪方面是成功的，
任何发展剧情、 人物性格的尝试
都只让它立刻打回原形。”

《妈妈咪呀 2》 多少反映了
歌舞片近年在好莱坞的尴尬境
遇： 一面是 “歌舞情怀” 盛行，

《水形物语》《爱乐之城》等电影不
断向好莱坞歌舞片黄金时代的致
敬， 收获了业内专家满满好感和
各类奖项。另一方面，歌舞片自身
难掩衰老颓势， 尤其是能胜任演
唱跳三重挑战的明星屈指可数，
人才难以为继， “致敬” 段落的
歌舞往往因水平不佳饱受诟病。

有影评人认为， 伴随有声电
影出现的歌舞片， 是电影历史上
一次技术进步， 但随着特效 “魔
法” 的不断进化， 歌舞片已成为
昨日黄花 。 即使是奥斯卡赢家
《爱乐之城》 在中国大陆上映时，
票房表现也始终不如同期大片。
面对 “一言不合就歌舞” 的 “情
怀”， 或许相对于业内的自我感
动， 影迷大众看到的可能更多是
“满满的尴尬”。

（新华）

歌舞片在中国注定“水土不服”？

原创歌剧《方志敏》
讲述红色经典

秋季六节气
特种邮票首发

运动座椅、 球形巨幕4k投
影、15.1声道音响，伴随水雾、吹
风、香雾体验“飞行”乐趣……昨
天，“飞越中国”飞行影院在北京
石景山游乐园正式开馆。 今后，
在这座影院里，观众可以享受到
全景沉浸式的飞行体验，足不出
“户”， 就可以飞越千山万水，饱
览祖国美景。 记者了解到，该影
院作为一种文化娱乐新体验，将
填补国内影院文化娱乐的消费
缺口，该影院未来还将有“飞越
西藏 ”“飞越新疆 ”“飞越非洲 ”
“飞越世界”等更多“飞越”系列
影片上映。
本报记者 陈曦 陈艺 摄影报道

足不出“户”
“飞越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