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国家电影事业发
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8
日数据显示， 9月30日至10月7日
我国电影票房为50.5亿元， 创同
期历史新高， 比此前的同档期纪
录增长86.42%。 新中国成立70周
年重点影片 《我和我的祖国 》
《中国机长》 《攀登者》 位列档
期票房前三名。

数据显示， 国庆档8天观影
人次为1.35亿， 亦创同期历史新
高； 国庆节当天电影票房达7.96
亿元， 创下非春节档单日票房的
新纪录； 三部重点影片8天的票
房分别为22.23亿元、 19.75亿元、
8.23亿元。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孙向辉说， 三部影片在艺术创作
上的创新进取精神得到了观众的
高度认可， 也显示了档期所展现
的民族情感与全社会高涨的爱国
热情相得益彰； 而与以往的宏大
叙事不同， 此次三部重点影片以
散发着浓浓生活气息的艺术特
色，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今年国庆档三部重点影片
是中国电影人对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的庄重致敬， 创作者通过类型
化创作和艺术创新， 与观众强烈
的爱国情和昂扬的精神气形成巧
妙共振， 扩展了献礼片的题材宽
度， 提升了主旋律的创作高度，
实现了为民族立心铸魂、 为人民
抒写放歌的责任担当。” 她说。

另据国家电影专资办介绍，
在国庆档期的拉动下， 截至10月
7日， 今年总票房达522.47亿元，
同比增长2.74%， 其中国产影片
327.93亿元，市场份额为62.77%；
今年票房过亿元影片已有63部，
其中国产片33部。

金秋十月， 菊蕊飘香。 国庆
节期间， 著名相声演员姜昆携手
众多相声名嘴走进八大处公园，
为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露天献
艺。 活动当天， 一台台令人耳目
一新的特色旅游文化大型文艺汇
演让游客大饱眼福。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一部剧、 一个观众， 15分钟
“私人定制” 体验， 这就是虚拟
现实 (VR) 音乐体验剧 《捌 》。
关于剧名是个有趣的梗， 数学中
的 “无穷大， 无限” 符号∞如同
一个躺着的8， 英文剧名由此而
来 ， 中文剧名便被译为 《捌 》，
从中可见该剧的先锋实验性。

北京国际音乐节与荷兰艺术
节、 法国普罗旺斯-埃克斯国际
艺术节、 德国赫尔豪森艺术节联
合委约荷兰作曲家米歇尔·范德
阿创作的 《捌》 将在10月10日迎
来亚洲首演。 这部充满先锋意味
的 《捌》 每场只有15分钟， 每场
只容纳一位观众欣赏， 可谓是一
种 “私人定制” 的音乐体验。

荷兰作曲家米歇尔·范德阿
在音乐创作中一直都走在现代科
技的最前沿。 在三年前的第十九

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 ， 他的3D
歌剧 《湮灭》 第一次向北京观众
展现了当代音乐的新潮流。 而今
年他带来的 《捌》 则彻底告别了
传统的舞台和观众席， 观众将穿
戴一套虚拟现实装置， 走进一个
特别设计的空间。

故事以倒叙的方式向观众讲
述了一位女性的一生， 诗意的歌
词富有范德阿作品一贯的文学
性。 范德阿更希望观众作为这部
作品的参与者： “虚拟现实的精
彩之处就在于它有着创造高度个
性化体验的潜力。 我们使用游戏
引擎构建 《捌》 的操作系统， 以
便对观众的动作和位置做出反
应。 观众可以更多地融入演出空
间， 扮演一个积极角色， 在VR
世界中行走， 并与演出空间中的
墙壁和物体互动。 因此， 这是一

种高度个性化的体验， 并非每个
人都会看到同样的场景。”

《捌 》 的音乐非常丰富多
彩， 从抽象的电子音乐， 到无伴
奏合唱团， 再到独立流行音乐。
作为主角的扮演者， 澳大利亚歌
唱家凯特·米勒-海德克既有歌
剧背景， 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流
行艺术家， 与这部作品的音乐相
当契合， 她与荷兰室内合唱团的
成员共同参与了音频的录制。

北京国际音乐节艺委会主席
余隆用 “为你自己打造” 来形容
《捌》： “当走进其中， 你会感受
到这就是为你自己打造的音乐体
验， 是完全全新的感受。 北京国
际音乐节需要将这些世界最前沿
的作品带给观众。”

《捌》 将在三里屯太古里北
区红馆演出至10月27日。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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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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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老铺》

为什么一座吊桥即便开通了
八条车道也不至于倒塌？ 为什么
堤坝可以阻拦或释放巨大的水
量？ 为什么希腊人在晚上会将马
车轮子卸下来？ 为什么人类会腰
痛？ 为什么鸟类有羽毛？ 摩天大
楼和袋鼠的设计有什么原理？

这是一本发现结构的原理、
生动解释结构的基本特性的趣味
读物， 本书将帮你理解伟大建筑
的巧夺天工之处， 揭开关于结构
力学的许多好玩谜题， 探究历史
上诸多灾难性事故的背后原因。
作者摒弃了工程师惯用的让人不
知所云的技术术语， 用浅显、 幽
默的语言为读者解释了结构的有
趣原理 ， 分析了不同结构的特
性， 并告诉我们， 生物的生存需
求和人类的设计需求影响了这些
结构的发展， 自然、 科技、 生活
中存在的结构都有其各自的道
理。

近期热播的纪录片 《美国工
厂》 的导演史蒂文·博格纳尔和
朱莉娅·赖克特夫妇日前接受新
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乐见这部
影片受到许多观众的喜爱， 希望
它成为中美民众相互了解的一座
桥梁。

反映中国企业在美国设厂经
历的纪录片 《美国工厂》， 今年8
月一经上映便引发观众的关注。
影片中表现出的中美文化碰撞、
两国产业变迁乃至对两国关系的
思考都成了舆论场中热烈讨论的
话题。

该片讲述了美国俄亥俄州一
家通用汽车工厂倒闭后， 中国福
耀集团在原址投资建设一座全新
的玻璃制造工厂的经历。

具有丰富纪录片拍摄经验的
博格纳尔和赖克特夫妇是工厂附
近的代顿市居民， 从2008年通用
汽车工厂倒闭便开始关注当地社
区受到的影响。 他们用镜头完整
记录了当地社区因通用工厂倒闭
而陷入困顿， 又因福耀集团到来
后重获生机的全过程， 通过与当
地居民、 中美两国工人的深度交
流， 描绘出一幅全景式图卷。

据两位导演介绍， 《美国工
厂 》 的 拍 摄 始 于 2015年 2月 。
“一开始只有我们两个人、 摄影

师和收音师， 我们尽量长时间地
泡在工厂， 和那里的工作人员熟
络起来， 这对我们后续的拍摄是
最重要的事。” 他们说。

随着工厂逐渐步入正轨， 博
格纳尔和赖克特的拍摄团队也逐
渐扩大， 拍摄团队在将近3年的
拍摄期间数百次到工厂拍摄， 共
收集了1200个小时的素材。

博格纳尔和赖克特在拍摄中
巧妙地通过一名中国工人以及两
名美国工人等3位 “主角 ” 的视
角， 见证了工厂从落成到生产过
程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随着时
间推移， 共同劳作的两国员工间
的隔阂开始消失， 中国员工热心

地向美方员工传授技术要点， 而
美方员工也邀请中国同事到家中
聚会。

随着中美员工在日常交流中
逐渐相互了解， 生产效率不断提
高， 福耀北美工厂2017年扭亏为
盈， 并在2018年实现盈利。

两位导演表示， 福耀工厂不
仅通过盈利给当地社区带来繁
荣， 也让这一地区许多居民第一
次获得接触中国文化的机会。

“福耀给代顿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中国文化影响， 他们在福耀
工厂一角开设了一家中餐厅， 味
道非常棒。” 两位导演说： “代
顿人通过福耀看到了中国劳动文

化， 他们此前不能想象这种劳动
文化， 但现在已经意识到这是企
业成功的原因之一。”

两位导演说， 对于拍摄团队
来说， 拍摄这部影片的过程也是
了解中国的一次绝佳机会。 “我
们拍摄过程中最难忘的一部分就
是到中国拍摄福耀总部的经历。
我们在那里与中国人打交道， 体
验了中国文化和美食， 我们喜爱
富有活力的中国社区。”

两位导演认为， 福耀的故事
在美国不是孤立的， 越来越多的
中国企业选择到美国投资办厂，
他们给美国制造了许多工作岗
位， 但在项目初期都不可避免地
需要一定的磨合过程。 “把两种
不同的文化带到一起来具有许多
挑战， 我们希望福耀的故事能够
诚实地表达这一点。”

两位导演还表示， 虽然这部
影片反映了中美两国间要消除文
化隔阂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但
他们更希望两国民众通过电影看
到双方其实有更多的共通之处。

“我们希望这部影片能够成
为两种文化相互理解的桥梁， 并
让两国的劳动者意识到， 不管他
们的背景有多不同， 他们其实有
许多共同点。”

据新华社

———新华社记者访《美国工厂》导演

《东京老铺 》 是 《你的名
字》 背景画师乌尔巴诺维斯的插
画作品集。

2016年， 乌尔巴诺维斯作为
动漫工作室Comix Wave Film的
专职画家， 开启个人项目———东
京店铺插画系列。 他走遍东京五
大名区， 寻找心爱的店铺并拍下
照片 ， 再用画笔将它们描绘出
来。 这些在日本动漫里才能见到
的风景， 激起乌尔巴诺维斯的强
烈共鸣， 为其创作引发了源源不
断的灵感。

最终， 乌尔巴诺维斯游历东
京近两千家老铺， 从中选出有美
学个性的五十家， 用近百幅门面
全景、 细节分镜、 店内透视图，
手绘出如新海诚动画般唯美浪漫
的昭和风情。

“希望它成为
中美民众相互了解的一座桥梁”

虚拟现实音乐体验剧《捌》
要让观众体验无限

50.5亿元创国庆档
电影票房新纪录

相声名嘴
八大处献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