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娱乐资讯

本报讯 近日， 广电总局2月
电视剧备案公布。备案显示，经典
电视剧《小李飞刀》将再度翻拍。

备案显示 ， 该剧将拍45集 ，
制作周期5个月 ， 将于2019年6

月开拍， 而剧情则与老版基本
一致。

据悉， 《小李飞刀》 曾四次
改编成电视剧， 其中， 1999年版
流传至今 ， 由焦恩俊出演李寻

欢， 萧蔷饰演林诗音， 俞飞鸿饰
演惊鸿仙子 ， 如今的 “票房一
哥 ” 吴京也在里面演了阿飞一
角， 此外， 贾静雯、 范冰冰等均
有出演。 （中新）

本报讯 迪士尼 、 福克斯合
并案确定于3月20日12点02分生
效， 这也意味着好莱坞将迎来历
史性的一刻。 未来两家电影公司
的人事将进行合并， 而迪士尼期
望2021年之前实现 “省下20亿美
元成本 ” （约134亿元人民币 ）

的合并效益 ， CNN专家直指 ：
“至少裁员5000人！”

据CNN报道 ， 一位高层认
为迪士尼、 福克斯公司合并， 势
必带来 “无可避免 ” 的裁员效
应， 而投资者已被告知2021年之
前， 透过企业合并实现省下20亿

美元的成本效应 ， 专家认为 ：
“迪士尼至少裁员5000人， 其中
一部分是福克斯， 一部分原本迪
士尼的人。”

另据 《综艺报》 报道， 迪士
尼将续任福克斯电影相关部门的
高层。 （艾文）

本报讯 （记者 于彧 ） 为满
足更多电影爱好者想要加入 “导
演” 阵列的愿望， 北京国际电影
节组委会办公室于3月12日发起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短视频征
集大赛。

此次征集大赛活动开设 “祝
福祖国” “颂家风” “光影伴我
成长” “民族印象” “平凡的光
辉” 五大视频主题， 于3月12日
至4月1日面向网友和广大电影爱
好者们征集2～10分钟的原创短视
频。 大赛共设置一等奖1名， 二
等奖2名， 三等奖3名， 并将对优
秀作品进行奖励。 获得好评的作
品还有机会获得北京国际电影节
在各合作平台推荐展示。

■周末剧场

3月15日至3月17日
大隐剧院

《奇怪的狗》

于彧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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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至4月1日
首都剧场-人艺实验剧场

《晚餐》

话剧 《奇怪的狗》 是一部黑
色 心 理 剧 ， 讲 述 了 来 自 贫 困
地 区 的主人公陶涛 ， 大学毕业
时为了能 “一步到位”， 当机立
断地跟相恋四年的女友白洁分
手， 转而娶了家境富裕的女同学
钱莉莉。

然而， 婚后衣食无忧的生活
却并没有让他感到哪怕一丝一毫
的幸福， 丈人钱鹏飞对他呼来喝
去的态度、 妻子钱莉莉不经意间
流露出来的优越感、 尤其是丈人
家豢养的宠物狗淘淘对他肆无忌
惮地 “欺负”， 让陶涛的心理处
在崩溃的边缘。

即便在这种状况下， 陶涛还
必须要替丈人家完成传宗接代的
任务。 夫妻之间的正常事， 在陶
涛却变成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难
题。 他把每次不成功的原因， 都
归咎于淘淘的叫声， 于是， 他和
这个家庭的对抗就演变成了人和
狗的战争……

□□杜杜剑剑峰峰

道不尽的北京， 品不够
的文化

文化与城市是连在一起的，
是浸润在城市的建筑和一砖一
瓦、 一草一木之中的。 北京有三
千多年建城史和八百多年建都
史， 京味文化是代表北京地域特
征的文化符号， 具有独特的人文
社会文化价值。 然而， 随着北京
的不断建设， 文化古都与现代化
都市之间的冲突再次成为文化的
焦点。

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四
通八达的地铁以及环城高速公路
的包围下， 北京的城市空间重新
构建， 作为北京文化载体的大宅
门、 四合院、 胡同街道被拆除、
被改建， 此种情境勾起人们无限
的唏嘘和怀旧情绪。 观众只得在
银幕上一遍遍地重温清宫戏和大
宅门的贵族故事。

文化决定着一座城市的高
度， 古今中外的首都力求成为国
家文化之首善 、 先进文化之代
表。 《芝麻胡同》 的创作初衷，
导演刘嘉诚一言以蔽之， “我们
应该全力以赴地支持北京这一主
题”， 整个团队也在这一原则的
指导下投入制作。在中国，没有哪
座城市如北京这样有如此丰富的
历史遗存和文化记忆。 随着老北
京的渐行渐远， 记忆和书写再度
呈现其无穷魅力。 “它意味着一个
人物、 一件史事或一座城市有可
能从此获得新生”。 由此， 北京
已不再是空间地理上的城市， 而
是历史与文学想象的混合物。

历史变迁中的人生百态

俗语曰 ： 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 不同地域上的人， 由于所处

环境气候、 历史地理不同， 形成
自身独有的思想观念 、 传统习
俗、 文化性格等。 《芝麻胡同》
虽说是以老北京沁芳居酱菜铺老
板严振声的家庭故事， 讲述严家
两代人的爱恨情仇。 但与许多年
代戏一样， 《芝麻胡同》 的故事
也是由点及面， 所不同的是人物
多箭头叙事，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
的处境，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艰
难。 从四合院到酱菜园， 带出了
各色市井人物的命运与发展， 既
写出了京味文化中的和气 、 义
气、 局气、 豪气、 霸气等特点，
也表现了其中的某些对立面。 从
酱菜铺沁芳居东家到阶下囚再到
牢狱释放者， 严振声人生命运的
起伏 ， 造就人物状态的不断转
变。 北京人敞亮， 大气， 有人情
味。 凡事既要占着 “理”， 也循
着 “礼”。 但漂亮的场面话， 浓
郁的人情味， 也从不失内心的计
较。 牧春花与林翠卿看似是红白
玫瑰的设定， 但其实不尽相同。
牧春花表面温柔大方， 实则却嫉
恶如仇， 刚烈不阿， 勇敢大义，
有担当明事理； 而妻子林翠卿表
面强硬不屈， 实则温婉柔弱。 剧
中人物由芝麻小事， 堆成日子，
铺成人生， 尝遍人生冷暖， 熬到
云开雾散， 走到花好月圆。 《芝
麻胡同》 不止是一个时代标记，
还是一个个有里有面、 有滋有味

的百态人生。

作为文化载体的胡同院落

地域文化影响影视创作， 也
会影响影像空间的构成， 四合院
既是剧中的主要场景， 也是北京
文化的重要组成。 北京的文化景
观、 文化载体不仅具有建筑特色
的传承性， 而且具有戏剧冲突的
推动性。 为了真实还原解放前的
老北京传统四合院， 本剧在北京
房山搭了一座15000平方米的内
景， 从严宅到大杂院基本按照资
料原型设计。 一砖一瓦、 一器一
具， 都是在各个旧货市场淘来的
符合时代特色的物件， 其逼真性
与感染力令身临其境的人们感到
震撼。 戏中搭建的另外一个主场
景 “沁芳居” 酱菜园、 酱菜铺，
在三维的空间中， 演员竟然体验
到四维的感觉 ， 多出的是 “味
道”。 天桥杂耍也是北京市井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复原老北
京天桥杂耍盛况的一场戏中， 为
了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和逼真的
历史感， 诸如耍中幡、 抖空竹、
顶缸、 吞宝剑、 拉洋片、 双簧、
硬气功等难得一见老北京传统技
艺， 都是剧组特地邀请的老手艺
人出演， 甚至还请来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 随着北京城市化
的发展， 胡同逐渐消失。 胡同一

旦被时间的距离冲淡， 庭院的美
景便只能停留在记忆。 《芝麻胡
同》 是北京胡同的重建， 是北京
风味的重现。

作为声音造型的京腔京韵

说起北京的声音， 除了北京
人的满口京腔京韵， 或许你会想
到钟鼓楼的暮鼓晨钟、 胡同碾过
的水车轱辘、 骆驼的脚步声、 三
轮车的铃铛声， 还有那始终让人
难以忘怀的胡同里的那一声 “吆
喝 ” 叫卖声 ： 锯盆锯碗 ， 磨剪
子、 锵菜刀。 它不仅代表着一个
时代、 一种特有的文化形态， 还
蕴含着老北京人所独有的 “情
结”。 胡同里的“叫卖声”，代表着
一种市井文化形态， 是老北京底
层百姓最显著的特征。 《芝麻胡
同》中，何冰、刘蓓以及其他演员
们的纯正京腔令观众感动， 使观
众着迷。在北京人那儿，甭管干什
么的， 说出话来都有舍我其谁的
“爷”的劲头。 这种大气并非趾高
气扬， 而是经得多见得广的一种
优势。这种“帝都”子民的大气，自
然会体现在言谈话语之中。 现如
今这熟悉的乡音， 似乎也随着岁
月的流逝而淡去了。 《芝麻胡同》
复原了昔日老北京的话语方式和
生活的方式，使观众倍感亲切、沉
浸其中、 流连忘返。

文化叙事中的北京想象

《晚餐》 是希腊当代最著名
的剧作家卡巴奈利斯的名剧， 作
者经历过二战， 后成为了战后希
腊文学的代表人物。 他一生创作
了大量话剧和电影剧本， 绝大部
分是反战主题。 《晚餐》 就是其
中最著名的一个。

《晚餐》 一剧在情节上接续
于埃斯库罗斯的三联剧之后， 讲
述伊菲格涅亚三姐弟聚集到依拉
克特瑞的 “丈夫 ” 费罗斯的家
里， 而他们的父母， 母亲的情人
以及卡桑德拉的灵魂也来到这
里， 共进晚餐。 每一个杀死别人
和被别人杀死的灵魂， 原谅了彼
此的罪恶， 却无能为力地注视着
因为杀人的精神重负而几近崩溃
的孩子们， 也亲眼看着伊菲格涅
亚最终亲手结束一切痛苦和循环
往复的罪恶。

北影节征集
原创短视频

《小李飞刀》将被翻拍 剧情与老版基本一致

迪士尼福克斯合并或将裁员5000人

电视剧《芝麻胡同》：

电视连续剧 《芝麻胡同 》
自播出以来， 收视成绩一路高
歌 ， 近日更是实现双台破1，
掀起追剧热潮。 这部主创人员
良心制作、 北京地域特色浓郁
的京味大戏， 凭借对京味文化
的提炼和挖掘， 对历史文化的
记忆和传承， 使观众体味 “腌
渍的人生， 岁月的滋味” 的同
时， 还原了一个城市的秉性和
城市的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