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2月18日， 由詹
姆斯·卡梅 隆 担 任 监 制 与
编 剧的科幻动作视效巨制
《阿丽塔： 战斗天使》 在京
举办中国发布会及首映系
列活动， 当晚， 卡梅隆现场
透露了 《阿凡达》 续集的最
新 进 展 ， 令 粉 丝 惊 喜 不
已 。 在当天的另一场活动
中， 卡梅隆与作家刘慈欣以
科幻为主题展开对谈， 并表
示了对 《三体》 电影版的热
切期待。

2010年 ， 詹姆斯·卡梅
隆轰动影史的科幻巨制 《阿
凡达》 登陆内地院线， 一举
斩获13.39亿元票房 ， 成为
中国影史第一部票房破10亿
元的影片， 该片的全球票房
更是高达27亿美元， 至今稳
居全球电影票房第一的宝
座， 被誉为全球影史里程碑
式的作品。 如今， 被影迷称
为 “有生之年” 系列的 《阿
凡达》 续集也终于开拍。

詹姆斯·卡梅隆表示 ，
自己的下一个挑战就是把
《阿凡达》 系列续作搬上大
银幕， 他也在发布会上透露
了 该 系 列 的 最 新 进 展 ，
“《阿凡达2》 和 《阿凡达3》
的表演捕捉工作目前已经完

成， 我们会等到部分演员在
更大年纪的时候回过头来
再拍 《阿凡达4》。” 他还透
露， 《阿凡达》 系列续集中
有很多水下的场景， 而这些
场景也会涉及到表演捕捉
和 动 作 捕捉 ， “水下部分
的场景将会于今年五月份在
新西兰拍摄， 所有的这些工
作都在有序地进展中， 我们
也开始了一部分的剪辑 。 ”
据悉， 《阿凡达2》 和 《阿
凡达3》 将分别在2020年和
2021年上映。

在当天的另一场名为
“卡梅隆的科幻故事： 对话
刘慈欣” 的活动中， 好莱坞
电影大师詹姆斯·卡梅隆与
中国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展
开对话， 进行了一场有关科
幻电影的深度讨论。 在刚刚
过去的春节档， 根据刘慈欣
作品改编的电影 《流浪地
球》 和 《疯狂外星人》 大获
成功， 这也被业内视为中国
科幻电影的良好开端。 活动
上， 刘慈欣向卡梅隆抛出问
题， “如果中国科幻片继续
发展下去， 你想看到怎样的
科幻片？” 卡梅隆的回答是
“拍 《三体》”。

（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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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剧场

2月22日至2月23日
隆福剧场

《他将在》

于彧 整理

《关于爱情归宿的
最新观念》
即日起至3月3日
蜂巢剧场

《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
念》 一剧， 是孟京辉第一部自编
自导的戏剧作品， 该剧讲述了一
个后工业时代的都市寓言。 企鹅
姑娘救了一个准备自杀的男人并
爱上了他， 可男人遭遇着种种的
骗局， 于是不得不开始设计一种
新生活， 却不料导致了另一个男
人无法正常过自己的生活， 于是
另一个男人开始像企鹅姑娘寻找
爱一样寻找自己的身份。

虽然 《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
观念》 始于孟京辉， 但在去年中
旬经过孟京辉工作室旗下最年轻
的剧团———黑猫剧团重新改编
后， 这部戏剧作品已经不止于孟
京辉， 而是杂糅进了更多新鲜血
液———在孟京辉式戏剧作品的
“骨骼”当中填充进了更多黑猫剧
团的“血肉”， 反常颠覆、肆意折
腾、 彻底横扫成为了舞台上的主
旋律。

一场车祸、 两个男人、 三个
女人， 《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
念》 仍是以爱情作为基调， 但却
更加强调关于身份上的困惑。

信件的价值在于在多大
程度上对当下人有成长滋养

2016年底推出的 《见字如
面》 如今已进行到第三季了， 对
于导演关正文而言， 真正的好节
目并不会遭遇类似 “综N代” 的
疲态问题， 反而会越做越顺。 因
为在他眼中 “以内容价值为主的
节目 ， 不需要在形式上自我折
腾， 只要节目能够提供相对恒定
或者是逐步提升的内容价值就可
以。 因为大家看你主要是看内容
价值， 有了价值节目的生命就可
以延续下去”。

在关正文看来， 节目的每一
季 “都是全新的一季”。 “我们
自己评估第三季在整体水平上比
前两季更成熟， 对于所读信件与
当下受众之间的联系， 也有了越
来越清晰的把握。” 在节目形式
上 ， 当读信人独自在台上的时
候， 为了避免观众被舞台上的其
他因素分神， 关正文做出了 “一
个特别且有限度的尝试”： 我们
使用了大屏幕， 大屏幕上也给出
了关于每一封信的视觉物料， 比
如写信人是什么样子， 收信人是
什么样子， 当时历史背景什么样
子等等。 但是我们有意识地把他
们都做成黑白的， 这样就读信人
他自己是彩色的， 而且所有的灯
光都打在他身上， 观众再坐得聚
拢一点， 就可以起到凝聚注意力
的功能。”

《见字如面》 对信件的选取
一向是极为用心的， 对于关正文
而言， 选择信件的首要条件 “是
出于我们的本心， 就是我们自己
要觉得它真有价值”。 无论是信
件内容本身还是背后的故事， 都
是关正文所看重的， “当代人阅
读历史， 实际上也是为了寻找当
下我们的个体生命怎样去应对社
会、 应对他人。 所以在这个意义
上， 选信不光是看那些僵死的知
识， 比如说1000年前有这么一个
人， 他写过的一封信， 他是哪个
皇帝， 或者是当过什么官， 他有
什么成就， 不光是为这个， 主要
还是看他的信件的内容给当下的
人看， 可以吸收到什么东西。 选
信在相当程度上是看是否能给受
众提供个体生命的成长滋养。”

对信件的演绎同样是一
个艺术创作过程

选信之后， 就是选择读信的

人 ， 在 第 三 季 中 ， 观 众 不 仅
依 然 能看到赵立新 、 归亚蕾 、
何 冰 等 老 戏 骨 的 身 影 ， 还 能
见 到 蔡康永 、 杨澜 、 董勇 、 陈
数、 王自健、 戚薇等诸多新朋友
的 加 盟 。 至 于 如 何 让 对 的 信
碰 到 对的人 ， 关正文也是颇费
了一番心思， “什么样的信， 什
么样风格的信， 或者是写信人
的 性格状态 ， 适合什么样的艺
术家， 我们大概都有一种互相的
感觉。”

在将信件推荐给艺术家的时
候， 节目组通常都会推荐不止一
封信， “艺术家如果对这封信有
感觉， 就留下处理。 如果说对这
封信没感觉， 就退给我们。 经常
发生这样的事情： 一个艺术家觉
得没感觉， 但另一个艺术家说这
个特别有意思。 那么实际上， 就
是说对信件的演绎， 同样是一个
艺术的创作过程。”

拿到信件的艺术家一方面要
确认， 演绎的这封信的价值； 另
外一方面就是能否将它呈现出特
别精彩的一面， “这个时候他就
会进入一种创作状态。 艺术家的
创作实际上是一个通过精心的准
备、 然后充满细节的演绎信中的
每一句话、 非常好地处理和设计
每个细节的过程。”

有了嘉宾的精彩演绎， 加之
经典著作自身得天独厚的优势，
都为节目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经典作品如果从市场的角
度来讲， 它最大的魅力就是特别
安全和稳定。 那天我碰到几个编
剧老师， 他们都说这个节目好，
然后我说这个节目好主要是原著
好。 因为如果我们自己去编一个
故事， 你要想编过毛姆、 马尔克
斯、 赛林格， 实在是一个很困难
的事情。”

但也正因为经典作品拥有的
无穷魅力， 在创作时关正文总是
小心而谨慎， “我们应该承认，
之所以它是经典， 它能经得住时
间考验， 真的是因为它的作品品
质、 它的价值非常高。 我们的难
度更多的是你真敢去触碰经典的
时候， 你的产品是不是对得住这
份经典？ 你完全有可能把人家经
典给弄糟了， 让热爱经典的庞大
人群指责你， 说你不够有诚意、
不够有水准， 所以对我们来讲这
是最大的压力。”

“所以， 每次的改编、 每次
现场呈现的拍摄， 我们都会战战
兢兢， 如履薄冰。”

（新华）

有有内内容容价价值值的的节节目目
就就有有生生命命力力

文文化化节节目目““专专业业户户””关关正正文文：：

话剧 《他将在》 根据真实故
事改编而成， 是一出戏中戏， 把
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巧妙穿插到
了一起。 该剧讲述两出话剧在舞
台上进行着最后一次彩排 ， 临
近 演出 ， 一条突如其来的通知
打破了这两个剧组的宁静， 本来
和睦的团队不再团结， 本来朝夕
相处的朋友开始互相辱骂甚至互
相厮打， 悲喜交加的故事就此展
开， 他们最终会获得什么样的结
果呢？

《他将在》 结合了很多新鲜
的创作元素， 把中西方的艺术文
化相结合， 把喜剧与悲剧融合到
了一起， 其中包含戏曲、 哑剧、
踢踏舞等多种多样的表演形式。

《阿凡达》续作将接踵而至
期待中国拍《三体》

卡梅隆：

■娱乐资讯

从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中国成语大会》 开始， 到
后来的 《见字如面》 《一本好书》 推出， 导演关正文已然
成为文化节目品质与口碑的象征和保证。 作为节目的创始
人和总导演， 关正文始终关注节目蕴含的内容价值， 着力
探寻传统文化的新媒体表达， 并致力于激发大众的阅读热
情， 从而打造出一档又一档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文化节目。
正如关正文所言， “我们针对的是终身学习型人群， 终生
需要理性地去完成自己个体生命价值成长的人群。 以内容
价值为主的节目， 应该可以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台前幕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