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新美食纪录片 《鲜
味的秘密》 将于10月15日起在央
视7套播出。 该片由 《舌尖上的
中 国 》 主 创 杨 晓 清 执 导 ， 通
过科学的解读和人类味觉历史延
伸， 拓展美食文化的认知领域。

《鲜味的秘密》 由中国农业
电影电视中心 (CCTV-7农业节
目) 等联合出品。 该片制作规模
宏大， 拍摄手法考炼， 用多样化
的视听语言打造出 “鲜味” 的神
秘。 不仅在微观世界的分子层面
揭示了鲜味的科学本质， 更有纵
观百万年的鲜味历史和涵盖欧亚
的地域文明和饮食文化， 呈现出
“人类餐桌” 万千年的丰富变化
和无尽可能。

在近日举行的 《鲜味的秘
密》 首映推介会上， 该片总导演
杨晓清揭秘了节目的制作历程和
幕后点滴。 杨晓清也是 《舌尖上
的中国》 第一季主创， 她认为，

《鲜味的秘密》 以不同于 《舌尖
上的中国》 的立意和视角， 在内
容和表达方式上， 进行了不少新
的 尝 试 和 创 新 。 力 求 通 过 严
谨 的 科学表达 、 结合中西方风
格的作曲、 充满童趣的插画风格
的叙事动画等元素， 打造出新一
代美食纪录片 “知性与国际化”
的 “面孔”。

《鲜味的秘密》 不同于 《舌
尖上的中国》 等纪录片以 “挑动
味蕾和引发乡愁” 为主的表达模
式， 通过科学的解读和人类味觉
历史延伸， 拓展了美食文化的认
知领域。 杨晓清表示， “希望能
够引领观众从食色和情感层面的
共鸣， 上升到更为广阔的认知和
思考空间。”

据悉， 《鲜味的秘密》 共6
集， 每集时长42分钟。 该片将于
10月15日到20日， 在央视7套每
晚21:17与观众见面。 （大亦）

本报讯 （记者 于彧） 10日，
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组
织召开第三季度新闻通气会。 会
议通报了第三季度本市文化市场
执法办案情况， 并介绍了五起典
型案例。 其中， 某 （北京） 印务
有限公司因未经许可擅自兼营从
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 被作出
罚款并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 这
是本市文化执法首次对外资企业
作出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

这五起典型案例涉及新闻出
版 、 文化艺术 、 网络文化等方
面。 其中， 某 （北京） 印务有限
公司于2018年7月3日至20日期
间， 在未取得出版行政部门许可
的情况下， 擅自兼营从事出版物
印刷经营活动 ， 印刷了出版物
《沃尔沃建筑设备公司杂志 2018
年夏季刊》 6400册， 违法经营额
3520元。 该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
《印刷业管理条例》 第十二条第
一款的相关规定， 依据 《印刷业
管理条例》 第三十七条第 （一）
项的规定， 市文化执法总队依法
对该单位作出罚款， 并停业整顿
的行政处罚。 这是本市文化执法

首次对外资企业作出停业整顿的
行政处罚。

其他四起典型案例为： 北京
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含有禁止内
容的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案， 此
案为北京首次利用 “Fiddler断点
抓取技术” 成功破获含有宣扬赌
博内容 “涉众型” 网络游戏产品
案； 北京某科贸有限公司发行进
口出版物未从规定的出版物进口
经营单位进货案； 何某某未经批
准擅自开办艺术考级活动案； 北
京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侵犯境外
权利人著作权案。

记者了解到， 2018年第三季
度， 北京市区两级文化执法部门
圆满完成大力保障 “中非论坛”
文化市场安全工作， 并深入开展
网 络 文 学 专 项 整 治 、 “ 剑 网
2018” 专项行动、 民办教育培训
机构专项检查。

第三季度全市文化执法人员
共检查经营单位 4732家次 、 立
案 992件、 结案1074件， 罚没款
共计393.65万元 ， 较之2017年 ，
同比分别增长 20.99% 、 49.4% 、
72.39%、 68.72%。

本 报 讯 一 拖 再 拖 的
《僵尸世界大战2》 有了新进
展， 该片制片人迪·加德纳、
杰瑞米·克莱纳透露系列续
集将于2019年6月开拍。 该
片将由大卫·芬奇执导， 并
继续由布拉德·皮特主演 ，
这也是二者的第四次合作。

《僵尸世界大战》 第一
部于 2013年在美国 上 映 ，
并获得票房口碑的双丰收。
该片由马克·福斯特执导 ，
讲述联合国雇员盖瑞·莱恩
（布拉德·皮特饰） 横穿大半
个地球， 寻找僵尸病毒的起
源， 试图阻止僵尸给人类带
来灭顶之灾的故事。

前作的成功让续集的拍
摄成为可能， 不过 《僵尸世
界大战2》 的筹备可谓是一
波三折。 最初该片定下是由
《海啸奇迹》 的导演胡安·安
东尼奥·巴亚纳执导， 由斯
蒂文·奈特担任编剧。 派拉
蒙甚至还宣布了 《僵尸世界
大战 2》 定档 2017年 6月 9
日， 但之后却迟迟没有开拍
的消息。 编剧团队几度 “大
换血”， 而导演胡安·安东尼
奥·巴亚纳也在2016年1月
选择退出剧组。

2016年 8月 ， 《名 利
场》报道布拉德·皮特正在和
大卫·芬奇谈执导《僵尸世界
大战2》一事。 但之后也没有
进一步的消息 ， 派拉 蒙原

CEO布拉德·格雷更是将其
撤档。 派拉蒙的新CEO吉姆·
吉亚诺的上任让 《僵尸世界
大战2》 迎来了转机。 今年4
月， 有消息称吉姆·吉亚诺
将 很 快 批 准 这 一 项目 ，大
卫·芬奇即将签约 。 如今 ，
这一消息终于得到确认。

日前， 《僵尸世界大战
2》 制片人迪·加德纳、 杰瑞
米·克莱纳在接受 《综艺 》
采访时， 确认 《僵尸世界大
战2》 将于2019年6月开拍，
续集将由大卫·芬奇执导 ，
布拉德·皮特回归并担任主
演。 据Collider分析， 明年6
月开拍与芬奇的档期相符 。
目前， 芬奇手上的 《心灵猎
人》 第二季将于今年年底拍
摄完毕， 明年年初将完成后
期制作。 《僵尸世界大战2》
演员阵容目前仅确定皮特回
归， 继续扮演男主角盖瑞·
雷恩， 至于其他角色是否回
归仍未确定。

大卫·芬奇和布拉德·皮
特已经合作过 《七宗罪》《本
杰明·巴顿奇事》《搏击俱乐
部》三部影片，此次 《僵尸世
界大战2》 是他们的四度合
作。 《僵尸世界大战2》 将
是大卫·芬奇继 《消失的爱
人》之后的第一部新电影，这
也是大卫·芬奇执导 《异形
3》 之后， 时隔25年再次接
触怪物题材电影。 （午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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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剧场

即日起至10月14日
鼓楼西剧场

《洞》

于彧 整理

《杏仁豆腐心》
10月13日至10月14日
国话先锋剧场

《杏仁豆腐心》 讲述的是圣
诞夜一对分手的男女在收拾房间
准备搬离时的最后对话。 二人的
经历与情感在极具细节、 极度生
活化的对话中徐徐铺展开来 ，
他 们各自的困境与绝望也在不
失幽默的闲谈中逐渐显现。 在重
新认识对方之后， 爱情还能够继
续吗？ 相爱的人就一定能够在一
起吗？

《杏仁豆腐心》 的编剧郑义
信是一位在日朝鲜人， 在充满贫
穷与歧视的环境当中长大， 和剧
中的男主角 “达郎” 有着相似的
成长经历。 来自底层的绝望与来
自爱情的心酸在舞台上这间小小
的屋子里发生了碰撞， 留下了一
个无奈苦涩的结局。

北京人艺推新版《合同婚姻》
■文娱资讯

本报讯 2004年 ， 北京人艺
的 小 剧 场 一 部 聚 焦 婚 恋 情 感
问 题 的话剧 《合同婚姻 》 曾在
观众中引发强烈反响， 14年后，
这部作品以 “青春版” 面貌重新
归来。

9日， “青春版” 《合同婚
姻》 在北京人艺举行了媒体见面
会， 从阵容到解读， 这部 《合同
婚姻》 都与14年前的版本不同，
“我们从原来表现的中年人的
婚恋困惑改为关注青年一代的婚
恋 问 题 ， 因 为 他 们 现 在 正 在
经历着这样的生活。” 导演丛林
介绍道。

《合同婚姻》 讲述了一个有
点荒诞但又现实的故事。 剧中追
求情感自由的青年男女， 有的走
出了婚姻的平庸， 有的离开了婚

姻的伤害， 他们面对新的情感采
用合同的方式来进行约束， 将婚
姻看作是一种具有契约精神的合
作， 按照自己的愿望订立规矩，
每一条每一款都是量体裁衣。 但
最终情感能够用条款控制吗？ 情
感关系中的双方又将面对什么样
的选择与困局， 这部作品给观众
留下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首演于2004年的这部作品 ，
曾经成为当时的热门剧目， 掀起
了不小的讨论。 这既得益于剧本
新颖的观点， 深刻的现实意义，
又来源于导演任鸣， 演员吴刚、
王茜华 、 史兰芽 、 吴珊珊 、 王
刚、 丛林一起带来的二度创作。

14年过去了， 此番北京人艺
选择该剧进行新排， 不仅因为爱
情与婚姻是永恒的话题， 更是源

于主创们对于这一问题有了新的
思考。 “我们的新排是建立在生
活的基础上， 时代发展了， 环境
变化了， 年轻人有着怎么样的婚
恋观 ， 需要我们重新去挖掘 。”
导演丛林表示。

与很多北京人艺的情感主题
话剧不同， 《合同婚姻》 讨论的
问题虽然不乏有些许现实的残
酷， 但表现的方式却更为轻松活
泼。 王佳骏、 张典典、 付瑶、 连
旭东、 王君瑞、 陈红旭清一色的
年轻演员， 清新的色调与贯穿剧
中的吉他配乐， 都让人欣赏到一
种新的风格。

丛林认为， 青年人来演绎情
感主题的作品， 有着他们的方式
和角度， “这些年轻演员身上有
一种朝气和时尚感， 他们不用去

追赶潮流， 他们本身就代表着这
些潮流。 同时， 他们身上又有传
统的气质， 这也是北京人艺这所
剧院所赋予他们的。”

“因为是生活的戏， 我们更
强调细节的真实， 我会要求演员
不要演结果， 而是演过程。 去掉
声光电等当年的舞台技术手段，
回归到传统的戏剧空间， 让观众
在舞台上去想象 。” 丛林说道 。
既有对保留剧目的传承， 又在此
基础上创新， 北京人艺希望以新
版的 《合同婚姻》 向观众展示北
京人艺的味道———既有老酒的醇
厚， 又有新酒的清冽。

据悉， 再经过近一个月的排
练， 这部作品将于11月4日起在
北京人艺实验剧场与观众见面。

(中新)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最隐
秘的角落。 成人有向社会发声的
机会， 唯有孩子， 他们的声音很
难穿过家庭、 社会的层层壁垒传
达出来。

在话剧 《洞》 中， 有忙于创
业梦想的父亲 、 终日打拼的母
亲、 沉默顺从的女儿。 父母在为
家庭跻身更高阶层奋斗， 而沉重
的生活压力、昂贵的学费、时时爆
发的争吵却让“普通”的一家背后
有着深重的阴影， 女儿懂事的背
后隐匿着不安。 在父母的暴力责
罚下， 一遍遍寻找自己思想根源
上的错误， 这些是女儿每天回到
家， 关上门， 要面对的生活。

本剧在搜集多起新闻事件资
料的基础上， 以戏剧的形式， 将
触角探入家庭生活中最隐秘的角
落， 希图构建暴力发生时的戏剧
情境， 在情境中探寻家庭暴力的
真相。

《僵尸世界大战2》明年开拍
芬奇将四度携手皮特

本市文化执法
首开外企停业整顿罚单

“舌尖”主创将揭《鲜味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