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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以来，共有

15部影片同台竞技。国内电

影票房跟节假日的关联度

越来越紧密———

··关注··

节假日的“档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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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微谈·

我省开展百万青少年
走进博物馆活动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充分发挥博物馆青少
年教育功能，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
青少年走进博物馆， 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省
文化和旅游厅、省教育厅开展“百万青少年走进博物馆”系列
活动。 活动期间，将重点组织开展 3 项活动，包括“百万青少
年走进博物馆”启动仪式、“我在博物馆画文物”全省青少年
绘画大展、全省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精品课程大赛等。 活动将
从 2021 年 4 月持续至 12 月。 （晓溪）

谍战之外有余味
———《悬崖之上》观后

■ 费英凡

很多人拿电影 《悬崖之上 》和电视剧 《悬
崖》《胜算》相比，电影和电视剧怎么比？电影受
时长的限制，大量留白、快节奏地推进，只能做
减法。 如果没有《悬崖》《胜算》的“预告”在前，
当小白去看 《悬崖之上》， 反而更容易沉浸其
间。 120 分钟的《悬崖之上》属于群像戏，每一
个人都处在局中关系链的重要位置，敌我双方
的角力，都算得精密，容不得出错。但谍战之外
还有余味。

于和伟饰演的中共卧底周乙是关键先生，
他既要在敌营里隐秘得更深，又要在危难时想
办法救同志救战友； 眼看着同志被捕牺牲，有
时在现场他什么都不能做， 更不能表露出什
么，常常陷于痛苦与挣扎之中。 张宪臣被敌人
枪杀的一瞬，他点烟的手被枪声震得不经意抖
动了一下，特务头子歪着头斜了他一眼。 这两
个动作的衔接 ， 反映出各自心理变化的微
妙———怀疑没有解除， 黎明前的战斗还在继
续。有人说，于和伟这次演得最过瘾。我觉得他

演得很稳，有质感。片中有两段最为紧张，一是
周乙在电影海报上做了个记号，被余皑磊扮演
的高级特务识别，他只能将错就错，把矛头转
到余的身上，思考的时间很短，他点燃烟，延缓
了紧张，沉着淡然间，摆脱险情；二是特务头子
怀疑周乙，也拿出海报指出记号，鹰眼直逼周
乙，于和伟把无辜、茫然、无措的伪装情绪，准
确地表现出来。 两场不同的规定情景，需要卧
底特工冷静睿智的应变和自我保护意识，又要
把怀疑信息转嫁于他人，超前的预判和同步的
执行，都要分秒不差。 这一幕与《潜伏》里孙红
雷已经处在暴露边缘又自圆其说跳出陷阱的

情节，如出一辙。
再说张译，影片的前三分之一就看他。 他

饰演的张宪臣，机智、果断、坚毅，特工+慈父，
张译的百变表演，尺度惊人。 他原本是可以逃
脱追捕的，但因为经过马迭尔宾馆看到门口讨
饭的孩子们，他突然想见见自己的孩子，哪怕
一眼也心满意足了。影片中表演最显功底的是
秦海璐， 她扮演的王郁， 是张宪臣的妻子、战
友，是特工，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正沉陷狼

窝，多重身份不容她瞻前顾后，她的目光凝重
却总望向前方，坚定果敢。最虐心的一段，是她
得知丈夫被抓，躲在洗手间里无声痛哭，长镜
头下的秦海璐，从抿嘴咬唇到抽泣再到张嘴悲
痛难忍，全程处在压抑脆弱无助中。片尾，她伫
立在雪堆里，等待一双儿女的归来，她又一次
无声地悲伤，思绪很复杂，戚戚又定定的眼神
中，有喜有泪有不舍又有苦痛愧疚无法诉说。
刘浩存应该是继巩俐、章子怡之后，与张艺谋
合作最多的“谋女郎 ”，是老谋子有心栽培的
戏苗子。 但在《悬崖之上》里 ，刘浩存的存在
感，减弱了很多。 眼前都是好演员，与全场戏
骨飚戏，这难度如同身处谍战现场，露一点点
怯，都无法招架。 还好，张艺谋只安排了她几
场动作戏，内心戏的挖掘不多，既能让她多看
多学多尝试，也能让她体验角色的多面性，算
是良苦用心有意为之，同时也在“保护她”、锻
炼她。 李乃文、朱亚文，表面看文戏不足武戏
来凑，仔细揣摩，两人在各自的文戏里都暗藏
着不动声色的武戏， 武戏里又蕴涵着丰富的
文戏，各有出彩点。

有观众质疑片中设定 “乌特拉 ”行动 ，动
机显得不够突出，我有同感。 他们保护的唯一
证人王子阳， 并送他去国外揭露日军的恐怖
人体实验， 是有真实历史背景的———王子阳

是 1934 年从五常背荫河细菌实验场 （731 部
队雏形）逃出的幸存者，后来他参加抗联当了
师长，于 1937 年在战场上牺牲。 我觉得，严肃
的历史事实，不宜“再加工 ”，对于王子阳 ，片
中如果只点到保护他的重任， 而不明说具体
内容，更能增添任务的神秘性和保密性。 “乌
特拉”营救代号，就足以证明我党特工潜入虎
穴的重要性。 谍战片最好看的是敌我特工心
理层面的暗战过程，细节很重要 ，你中有我 、
我中有你的谜底在何时摊牌，也有学问，谍战
剧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反转反转再反转 ，谍
战片不允许，但它可以暗藏玄机 ，多线并存 ，
最好是把最关键的底牌放到最后才亮出 ，这
样说来，于和伟“暴露”得有点早，而那个被嫁
祸的倒霉特务完全丧失狡辩翻盘的机会 ，张
译周旋的机会也不多。

尽管影片“雪一直下”的紧迫情绪营造得很
到位，演员对角色的把控以及角色间信息传递拿
捏得也准确，但为突出大银幕视觉风格，情节上
武戏代替了部分文戏， 细节上还留有些许遗憾。
而这一点，电影版《风声》更有特点可循。 不过，
《悬崖之上》是一部好片，演员表演全部在线，故
事细节值得推敲，精神信仰鼓舞人心。 “天亮了，
就好了”。无数的无名英雄战斗在黎明前，他们的
传奇丰碑，永远立在我们心头。

明清状元书画巡展举办

4 月 24 日至 5 月 5 日，由省文化馆、省书画院、九三学
社江苏画院主办的江苏 2020 年度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明清
状元书画展巡展”首展在安徽画廊举办。 此次展览展出了明
清状元书画 100 余幅作品，旨在“激活经典，熔古铸今，立足
学术，面向大众”，“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让优秀传
统文化贴近现实生活，融入课堂教育、走进人们心中，最大限
度地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

（文讯）

5 月 9 日上午，合肥市亚明艺术馆内，“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看绿水青山，品天下徽州”
写生活动展览正在举办。“新安江畔”“皖南遗韵”“阳产土楼”……一幅幅或有生活气息、或有飘逸之感的画
作，将参观者们带入了皖南地区那一个个充满了灵气的村庄、山溪、小楼和古街。

一场“梦”之旅程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2020 年 11 月 15日

至 25 日，来自中国国家画院、安徽省书画院、深圳
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兰州画院等单位和机构的 12
位画家，在歙县徽州古城、渔梁古街、烟村、许村、
雄村、棠樾村、漳潭村、绵潭村、前山村、昌溪村、仓
源村、万二村和阳产村进行了采风写生活动。 十余
天的采风与写生， 让画家们沉迷于皖南的山山水
水、村村落落。

深圳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邹
明在和大家分享自己写生创作的感受时说：“到徽
州写生，是接受徽州文化的一次洗礼，是一次非常
好的接近大自然、 感受大自然和表现大自然的机
会。 皖南的山水、歙县的美景，让人忘忧、忘返。 这
里山水美景和人文佳作， 让人百看不厌、 百般留
恋， 这是对祖国大好河山进行描绘的一次非常有
意义的实践活动。 ”

参与本次活动的姜林和是黄山书画院顾问，
他在发言中说到：“我虽然在黄山生活工作了几十
年， 但这里的山水赋予我创作上的新鲜感一直都
在，我的画作，其实无法表达我对这片土地热爱之
情的万分之一。 我怀着感恩的心情，走过这里的乡
村、山林和沟壑，在心里一遍遍地描摹她的美。 ”

“歙县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是新安画派的发
源地核心区。 绿水青山间的粉墙黛瓦，蜿蜒古道旁
的传统村落，犹如人行明镜的新安山水，都会给书
画爱好者和大师们带来创作激情和灵感。 我们希
望通过这些著名画家的影响力， 让更多的人知道
歙县这个千年古县厚重的文化历史， 吸引更多的
人走进歙县。 ”歙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孙洁说。

一幅“徽”之胜景
“皖南的美丽，不仅是山美水美，更主要是环境美。

这次我们组织画家们开展写生活动，初衷之一也是为了
展示我们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 ”本次采风活动的组织
方、歙县美术馆馆长俞建炯介绍。

参加写生活动的 12 位画家，有的来自于国家、省和
市级书画院，有的来自于高校的艺术学院，在十余天的
时间里，他们的足迹遍布歙县的徽州古城、渔梁古街和
十余个村落。 画家们所作的 60 余件作品，各具特色，好
似皖南山水一般，钟灵毓秀，美不胜收。

这些作品从画面主体来分， 有反映古村的作品如
《万二村》《九砂》《许村》等；有反映当地特色建筑的作
品如《阳产土楼》《太平桥》《长庆宋塔》等；有反映水边
美景的作品如 《野渡》《新安江畔》《渐江岸边》《徽城渔
梁》；有反映村、街景致和情趣的作品如《黄金屋》《乡村
春趣》等；还有的作品反映了画家们的“梦里所思”，如
《梦里徽州》《梦里家山》《梦里探花》等等。 从展现的主
题来分，既有《美丽乡村》《山水画廊》《徽州印象》这样
场面比较宏大的作品，也有《高阳廊桥》《皖南遗韵（牌
坊）》这样展示具体建筑、小视角的作品。从绘画的色彩
来分，大多是黑白色的国画，但也不乏一些色彩丰富的
画作，如《皖南小景》《野渡》《定潭村秋日菊花盛开》《黄
金屋》等作品，这些作品有的只用了少许彩色，在整幅
画中起点睛之用，有的采用了大幅浓丽的色彩，展示出
不一样的徽州风情。

据俞建炯介绍，在亚明艺术馆的展览是“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看绿水青山， 品天下徽州”展
览的首展，为期三天，接下来，这 60 余幅“写生”徽州的
作品将回到歙县进行长期展览。 俞建炯说，本次活动是
歙县文旅深度融合开展的特色推介活动，这些作品将作
为县里的“无价”资产进行保留，“通过这类文化产品的
创作活动，打响‘厚重徽文化，醉美新安江’的品牌，让歙
县的文化旅游走出安徽、走向全国”。

（本栏图片为部分参展作品）

芳草：最近的“五一”档讨论热烈，上映
影片包括 《你的婚礼》《悬崖之上》《秘密访
客》《真·三国无双》《阳光劫匪》《扫黑·决战》
等，涵盖喜剧、动作、奇幻、悬疑等多种类型，
总票房刷新同档期最高纪录。 多位业内人士
表示 ，今年 “五一 ”档整体票房表现超出预
期。 多部国产电影齐发力，《你的婚礼》《悬崖
之上》票房表现十分抢眼，中小成本国产电
影也在档期内获得广泛关注 ，“档期效应 ”
“头部效应”越发明显。

风起流云 ： 去电影院观影是件仪式
感很强的事。 春节档、清明档市场火爆，让
业内对“五一”档充满期待，再加上今年“五
一”假期有五天，客观上提供了更大的市场
空间和更长的影片口碑发酵时间， 因此大
量影片在今年 “五一 ”档上映 ，竞争空前激
烈。中国电影盼假期，票房起伏跟假期关联
度越来越紧密。业内专家认为，假期尤其是
长假的 “档期效应 ”越来越突出 ，与当下国
人的日常生活习惯相吻合， 这或许会促使
业内思考开拓更多的档期， 为多类型电影
寻找更大、更具差异化的市场空间，让人们
的观影习惯更加健康、均衡。

客舍青青 ：尽管类型多样 ，总体票房
不错， 但上映后没有出现绝对的现象级爆
款。票房很重要，但影片质量更重要。与其只
有一个爆款， 观众更乐见所有影片质量过
硬。 电影《悬崖之上》在上映首日排片落后的
局面下，凭借好口碑不断发酵而使得票房上
扬， 说明高品质电影将获得更多观众的认
可， 这部作品也被认为是主流电影的新拓
展、新突破。 当然，电影的票房反馈往往也决
定了创作者之后的电影能不能获得更好的

资源。 关于票房，这是一个各方都避不开的
话题。由衷希望电影的创作者不要太被作品
票房波动影响到创作心态，一部电影会选择
它的观众，观众也会选择自己的电影。

唐豆：这也是自 2016 年以来，内地电
影市场第一次经历没有进口片的“五一”档。
最后的表现也证明，即便全是中小成本国产
片，也完全能够撑起市场。 这么多有好演员、
好导演加持的影片集中上映，对观众来说选
择余地更大。 近几年观众对口碑愈发看重，
大制作频现爆冷被口碑电影反超。 但是对于
一个档期来讲， 一个影院最多十几个厅，中
小城市的一个影院可能就四五个厅，每天不
可能排那么多影片，很多影片可能不会被市
场很好地消化。

(本报记者 晋文婧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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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集微纪录片《红色财经·
信物百年》开播上线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务院国资委共同推出的百集微
纪录片《红色财经·信物百年》5月 11 日开播上线。 该片通过
信物展现党领导人民在经济建设、科研制造等领域的一个个
事迹和瞬间，折射党的百年历史。 （白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