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娱资讯

本报讯 华纳兄弟全新DC独
立电影 《小丑》 自从首支预告推
出之后， 网络上不断出现剧情猜
测的粉丝言论。 导演托德·菲利
普斯近日证实， 电影中看不到任
何漫画中的情节， 因此网友不可
能猜得到剧情， 这不是一部符合
DC粉丝期待的电影， “粉丝看
完会生气的！”

《小丑》 登上外媒 《帝国杂
志》 封面， 导演托德·菲利普斯
证实， 这部电影并没有采用漫画
中任何故事拍摄， “我们没有遵
循任何漫画中的元素， 粉丝看完
会生气的， 我们只是写出我们心
中的小丑版本， 我觉得很有趣，
我们甚至不是在写小丑， 而是一
个如何成为小丑的故事， 关于这

个人的故事。”
自从 《神奇女侠》 《海王》

票房大卖之后， 华纳兄弟渐渐找
到属于DC自己的方向， 放手给
电影创作者更多的自由空间， 让
每一部独立电影找出自己的特
色， 彻底摆脱复制漫威电影宇宙
的制作公式， 而 《小丑》 以原创
故事专注在角色的故事上， 或许
将成为解决DC电影问题的最佳
方案。

（艾文）

■周末剧场

即日起至7月14日
保利剧院

《最后14堂
星期二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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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7月14日
蜂巢剧场

《蛋》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
布尔加科夫被世界公认为20世纪
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家， 同时也
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魔幻现实
主义的鼻祖。

《蛋》 改编自布尔加科夫的
同名小说， 讲述了一个荒诞的故
事： 动物学家佩尔西科夫教授发
现了一束奇特的 “生命之光 ”，
能够增加生物的繁殖速度， 与此
同时， 一场罕见的鸡瘟正在莫斯
科横行。 农场想要利用教授的光
源分离器照射鸡蛋， 期待能够孵
出健康的小鸡扭转局势， 然而，
却破壳了奇异的生物……

导演孟京辉将布尔加科夫的
神秘黑色主义特点放大、 并注入
孟氏的先锋改编， 使浓郁的魔幻
现实主义色彩汇入了光怪陆离的
氛围， 把现实、 幻想、 讽刺， 甚
或还有更多的元素， 交融在一起
而不突兀。

台湾果陀剧场经典话剧 《最
后14堂星期二的课》 根据美国著
名作家米奇·阿尔博姆的畅销书
《相约星期二》 改编。

该剧描述的是一位体育专栏
作家米奇毕业16年后， 在自己的
许多理想中迷失了自我。 偶然从
电视上看见大学时期对他期望最
大的教授莫利， 当时莫利罹患了
“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 ”
（ 简 称 “ ALS” ， 俗 称 “ 渐 冻
人”）， 无药可医， 只剩下最后几
个月的时间可以存活， 师生因而
再次重逢， 并利用十四个星期二
的时间， 展开生与死的对话。 其
间， 死亡是他们谈论的主线， 但
却并没有悲伤的基调， 反而自然
地散发出更深层透彻的人生思考
和哲学意蕴。

由中央新影集团出品的大型
历史文化纪录片 《稻米之路》 已
于7月6日和观众见面。 该片通过
对 “稻米” 这种普通食物的全新
审视， 看到其所负载的中国文明
如何与各国文明相融相生， 将中
国和整个亚洲紧密连接在一起，
形成一个特定的文化圈。 总导演
董浩珉接受专访， 讲述纪录片整
体的脉络以及该片摄制四年里的
故事。

《稻米之路》 早在2015年就
已经立项了， 从前期调研到拍摄
再到后期制作完成历时四年之
久。 对于制作的跨度之大， 董浩
珉表示：“纪录片导演的工作，在
我看来是非常有趣的工作。 它有
点像新闻工作， 每次都是面对全
新的事物， 而且还是不了解的事
物， 每一次都要重新开始学习。”

董浩珉曾主导拍摄 《瓷路》
《景德镇》 两部中央电视台重点
纪录片， 获得多个国内纪录片奖
项， 在历史题材的掌控上可谓经
验丰富。但在拍摄《稻米之路》时，
他起初也有些犯难。 《稻米之路》
显然不是一个农业节目， 但也不
是单纯的历史纪录片。 董浩珉希
望通过这种食物来见微知著， 由
稻米发展的故事来反观人类的历
史， 讲述一个文明的故事。

为了能够从一个食物的微小
角度展开到宏大叙事， 《稻米之
路》 团队采访了许多国内相关领
域的专家。 这其中有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的副教授秦岭、 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
赵志军、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
中心的教授邹逸麟、 陕西师范大
学西北研究员的教授李令福等

等， 这些专家的支持使得 《稻米
之路》 在制作中， 首先能够在文
献上穿透历史， 其次从食物上追
溯历史 ， 最后再从食物上拓展
开， 从稻米的历史搭建起讲述人
类文明故事的知识框架。

光有框架还不够， 找到合适
的故事去拍摄才能形成一个可以
呈现给观众的作品。 “拍摄纪录
片的方式方法 ， 不管是实拍也
好， 再现也好， 我觉得重点是怎
么去理解我们要表达的真实， 以
及作者要如何传达他的真实 。”
董浩珉在《稻米之路》中把讲当今
的故事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 和
之前的作品《瓷路》不同， 《稻米
之路》 刻意减少使用了 “情景再
现” 的拍摄手法， 通过讲述新鲜
的故事来提高观众的兴趣， 以使
观众洞悉过去发生的事情。

在与专家进行研讨并对稻米
的种种背景资料进行分析后， 拍
摄组的足迹遍布中国的东北三
省、 西南、 西北， 以及日本、 泰
国、 印度、 俄罗斯、 意大利等全
球主要稻米种植区， 为观众带来
了浙江考古发现骨笛、 马来西亚
首富郭鹤年的大米产业、 日本相
扑与稻米的关联、 稻米在欧洲旅
途中遇到的气候、 文化差异等新
鲜有趣的故事。

董浩珉认为， 其实并非单纯
是人类驯化水稻， 这其中也有水
稻选择被人驯服的因素。 每个生
物都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这是生
命的根本目的。 “我可以肯定地
说， 《稻米之路》 不只是农业的
故事， 更是一个人类的文明的故
事 ， 这里面你能够真正理解大
米。” （新华）

听一粒米讲述
人类文明的故事

《稻米之路》导演董浩珉：

■台前幕后

本报讯 近日 ， 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 6月全国拍摄制作电视
剧备案公布。 其中， 刘慈欣科幻
小说 《球状闪电》 将拍成42集电
视剧。

继 《三体》 出现在5月电视
剧备案名单中后， 刘慈欣的另一
部科幻小说 《球状闪电》 也将搬
上电视荧屏， 该剧预计于2019年
9月开拍， 共42集。

根据备案公示表 ， 电视剧
《球状闪电》 讲述的是从小被外
太空势力 “观察者” 劫持、 目睹
母亲惨遭不测的少校林云回到地

球， 欲图通过研发新概念武器预
防和抵制 “观察者” 对地球的掠
夺 ， 她带领专项组攻克艰难 ，
最 终 利 用 球 状 闪 电 引 发 的 核
聚 变 彻 底捣毁了观察者计划的
故事。

《球状闪电》 是刘慈欣2005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 ， 早于 《三
体》 出版。 《球状闪电》的影视化
改编也早已开启，2016年1月下旬
时，电影《球状闪电》已经出现在
电影局备案。 但截至目前， 电影
《球状闪电》 还未上映。

（中新）

新华社电 新版 “外国文学
名著丛书” 日前在京首发。 该丛
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巴
黎圣母院》 《包法利夫人》 《格
列佛游记》 《堂吉诃德》 《浮士
德》 等100种世界文学名著， 将
于年内陆续与读者见面。

据介绍， 人民文学出版社自
1951年成立起， 就承担起向中国
读者介绍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重
任。 1978年， 由 “外国古典文学
名著丛书” 更名为 “外国文学名
著丛书” 是新中国第一套系统介
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大型丛书， 也
是外国文学名著翻译的奠基性工
程。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

表示，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在
中国读者中以系统性、 权威性与
普及性著称， 但由于时代久远，
许多图书在市场上已难见踪影，
甚至成为收藏对象， 稀缺品种更
是一书难求。 为此， 人民文学出
版社再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
文学研究所合作， 出版新版 “外
国文学名著丛书”。

据悉， 此次新版图书中嵌入
AR技术， 将名家大师的文学课
藏在书里， 让读者享受全新阅读
体验。 还将集中推出5位诺贝尔
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系列， 包括
萨特文集、 大江健三郎文集、 库
切文集等。

新华社电 作为北京鼓楼西
剧场开业大戏， 英国当代戏剧家
马丁·麦克多纳的代表作 《枕头
人》 2014年首次在华上演， 获得
中国观众好评。 时隔5年， 该剧
大剧场版将于8月1日在北京保利
剧院首演。

马丁·麦克多纳生于1970年，
是英国 “直面戏剧浪潮” 代表作
家 ， 以黑色幽默和批判精神闻
名， 其戏剧代表作 《枕头人》 先
后 在 伦 敦 西 区 和 纽 约 百 老 汇
上演， 获得英国最高戏剧奖项劳
伦斯·奥利弗奖 ， 其编导的电
影 《三块广告牌》 曾获第74届威
尼 斯 国 际 电 影 节 最 佳 编 剧 、
英 国 电影学院奖最佳影片 、 第
9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等
奖项。

《枕头人》 中， 作家卡图兰
因为其小说中的可怕情节与正在
发生的连环儿童虐杀案的手段极

为相似而遭到指控。 在两位警探
的审讯过程中， 卡图兰诉说起自
己所写的那些关于 “枕头人” 的
黑暗故事……

鼓楼西剧场负责人李羊朵
介绍， 5年来, 《枕头人》 已经成
为鼓 楼 西 剧 场 最 热 门 的 剧 之
一 ， 只 要上演几乎都是满上座
率 。 “ 但 是 鼓 楼 西 剧 场 只 有
260个座位 ， 这样一个好剧， 我
们希望把它放到更大的剧场去
展示 。”

该剧导演周可说， 大剧场版
除舞美升级外， 将延续小剧场版
“档案盒” 的舞台意象。

“我们不仅是把它放大了，
还增加了它的另外两个面。” 周
可说， “以前的观众只看到审讯
室和囚室这两面， 这一次盒子的
四个面都会用作演区， 还增加了
盒盖的部分， 以适应大剧场的演
出需求。”

将没有任何
漫画元素

《小丑》

中国版《枕头人》
将首次搬上大剧场

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发布

刘慈欣《球状闪电》
将拍电视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