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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烨之妻安娜
主演《犹太城》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11 月 29 日，由以色列导演约书亚·索博尔执
导，孙强、冯宪珍、安娜、闫楠领衔主演的年度大
戏———舞台剧《犹太城》将在广东艺术剧院上演。

《犹太城》取材自历史真实事件和人物，讲
述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拘禁于立陶宛、 波兰的
隔离区等待分批处死的犹太人， 以积极态度度
过生命最后一段苦难时光的故事， 表达出人类
在绝境中的精神力量。

作为演员刘烨的妻子，安娜伊思·马田为中
国观众所熟知。 她在剧中饰演歌唱家“哈亚”，用
歌声表达犹太人从被迫害、囚禁、欺凌，到觉醒、
反抗、斗争的历程。 作为一名犹太人，安娜表示
出演《犹太城》“意义非凡”。

为表达对妻子的支持， 刘烨亲手执导了剧
中主题曲《春天》的 MV。 安娜和父亲以及两个
孩子诺一和霓娜首次同时在 MV 中出镜，与《犹
太城》全体演员共同诠释了“生存、高贵及命运”
的故事主题。

据悉，《犹太城》已经在包括以色列、德国、
美国等 25 个国家，用超过 20 种语言排演过。 本
次来穗演出的中国版《犹太城》由央华戏剧和保
利演出共同制作出品， 是这部作品首个由中方
团队打造的中文版本。

上周末公映
的四部新片中，时隔
21 年以 4K 复映版
亮相的 《海上钢琴
师》以 6396.5 万元
的票房位列第二，虽
低于霍建华、马思纯
主演的爱情片《大约
在冬季》（9100.7 万
元），但远高于范伟、
宋洋主演的犯罪片
《长 安 道》（1793.1
万元）。更难得的是，
它还击败了中美同
步 公 映 大 片———新
版 《霹 雳 娇 娃 》
（5350.6 万元）。

无需拍摄成本，
只需后期修复，却能
收获比新片更高的
收 益———预 测 票 房
将达到 1.24 亿元的
《海上钢琴师》，似乎
再一次证明了经典
复映是一门“好生
意”。 但随着该片上
映，网络也开始出现

“这部影片是否算得
上经典”的争论。 从
2012 年《泰坦尼克
号 3D》 掀起经典复
映的首波高潮以来，
类似的争论还是第
一次出现。

经典复映是否
应该有标准？国产片
是否也可以走同样
的路？业内或许应该
对此作出思考。

在《海上钢琴师》上周
五以 4K 版复映之前， 一些
质疑这部影片是否“名副其
实”的声音也开始在网络流
传。 有网友称，《海上钢琴
师》不过是打着理想主义旗
号的“三流电影”甚至“大烂
片”，内容华丽但空洞，人物
自恋又做作。

“人生必看电影”“殿堂
级经典之作”“不可复制的
经典”……在许多中国人的
心目中， 意大利导演朱塞
佩·托纳多雷的这部作品是
能与《阿甘正传》《辛德勒的
名单》相提并论的经典。 在
豆瓣电影，评分高达 9.2 分
的 《海 上 钢 琴 师》 位 列
“Top250”的第 15 位，甚至
超过托纳多雷的另两部经
典电影《天堂电影院》和《西
西里的美丽传说》。 但是，有

多少人喜欢这个孤独钢琴
家的故事，就有多少人讨厌
它。 对于某些观众来说，《海
上钢琴师》 为何能成为经
典， 就像“1900 为何不下
船” 这个故事结局一样，令
人深感疑惑。

对《海上钢琴师》的质
疑， 有一个多年来频繁被使
用的证据：它从未进入权威排
行榜 IMDB 的“Top250”。 不
过， 如今情况已经悄然改变，
今年该片的排名已提升至第
248 位，尽管比香港版《无
间道》还低了两名，但确实
已跻身“经典”。 值得关注的
是，中外观众均对《海上钢
琴师》产生态度分歧，很可
能是因为影片不同的版本。
公映版《海上钢琴师》只有
125 分钟， 这是当年导演为
公映而作的妥协； 而 DVD

发行的导演剪辑版却有 169
分钟，这个版本可能会让观
众更能充分理解人物内心。
这次的 4K 复映版基本是按
照公映版来制作的。

确实，《海上钢琴师》不
像 IMDB“Top250”第一名
《肖申克的救赎》 那样能被
每个人接受，连担任男主角
的蒂姆·罗斯在拍摄时都不
能接受戏里的人设。 据说，
当年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
看中蒂姆·罗斯的演技，邀
请他领衔主演， 蒂姆·罗斯
看完剧本后也很开心地应
约。 但到了片场，两人却屡
屡因为对人物状态理解不
同而发生争吵，严重时甚至
几天都彼此不说话。 不过影
片公映后， 蒂姆·罗斯还是
认可了托纳多雷的理念，承
认他比自己“境界”更高。

《海上钢琴师》引发争论，焦
点在于对“经典”的界定。从实际
情况看，在《海上钢琴师》之前，
中国内地大规模复映的“经典”
均叫好又叫座，同时承载着许多
观众的“情怀”。 如詹姆斯·卡梅
隆的《泰坦尼克号》，该片首映是
在 1997 年， 当时中国内地观众
尚未在影院看过“好莱坞大片”，
该片可谓“启蒙之作”。 15 年后，
它的 3D 版复映依然盛况空前，
最终拿下了 9.46 亿元票房，远
超很多新片的成绩。 今年，宫崎
骏的两部动画老片《龙猫》和《千
与千寻》复映，也分别跟首映相
隔 30 年和 18 年。这两部影片以
前并未在内地公映过，许多观众
去影院看复映是为了“还老爷子
一张电影票”“跟自己的青春作
一次道别”。 在这些案例中，“经
典”一词所蕴含的意义已超越影
片质量本身。

不光是国外经典，以“情怀”
来吸引观众的国产复映电影也
不少，其中阵容最为庞大的是港
片。 从 2009 年复映的《东邪西
毒》开始，《倩女幽魂》《新龙门客
栈》《大话西游》《英雄本色》《甜
蜜蜜》等均复映过。 备受内地观
众追捧的周星驰经典《大话西游
之大圣娶亲》 在 2014 年复映时
获得的“情怀票 ”最多，票房达
1.77 亿元。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
的电影公司开始打“复映”的主
意，导致市场良莠不齐。 去年 11

月，国家电影局下发了《国产电
影复映暂行规定》， 规定复映影
片的范围是取得《电影公映许可
证》或公映许可，并距离首次公映
结束超过两年再次进行发行放映
的国产电影； 复映影片的放映规
模不超过 2500 个影厅，每家影院
放映单位复映影片的影厅不超过
1 个。如此一来，那些试图利用复
映来收“情怀税”的主意，就不再
那么容易行得通了。

无论如何，从《海上钢琴师》
的市场反响来看，“经典复映”目
前仍有市场，但也不再像当年《泰
坦尼克号 3D》和《大话西游之大
圣娶亲》 那样容易引发全民怀旧
热潮了。 观众对“经典复映”的态
度已渐趋理性，是否“经典”也不
再是影视公司的营销说了算，而
要经过人心和市场的双重掂量。

娱乐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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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钢琴师》是否“名不副实”？

经典复映是否“万试万灵”？

影片制作精美但有人指其“内容空洞”

《海上钢琴师》是许多观众的回忆

《大话西游》的复映曾掀起热潮

安娜伊思·马田（左）本身也是犹太人

时隔 21 年，以 4K 复映版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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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 29 日登陆羊城《海上钢琴师》

《犹太城》取材自真实历史和人物

在

彩
民
故
事

2019 年 11月 19 日 /�星期二 /�经济编辑部主编
责编 周寿光 /�美编 伍岩龙 /�校对 谢志忠 A12·体彩晚好彩晚

陈磊回去一看，
那个流动摊贩早不见
了踪影， 而那两张彩
票是各打了 5 注的单
选彩票。 陈磊认真地
看了一遍， 应当是半
个月前买的。 电光石
火间，陈磊决定“照抄”那 10 注，报纸上不是报
道过废彩票中奖的事吗？

像往常一样，销售员主动对了下号码，只听
机器显示：“中奖 200 元。 ”这简直是意外之喜。
陈磊赶紧去菜市场买了肉和菜回家做大餐。 当
老婆听陈磊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禁不住一
声惊叹：“真被好运撞着啦。 ”两公婆像长不大的
孩子，说说笑笑做好午餐。

一雨便成秋，陈磊早早钻进了被窝，毕竟明
天还要上班。 不知什么时候，陈磊被一阵寒意冻
醒，一激灵，想到了彩票开奖的事儿。 陈磊披衣起
床，在电脑里浏览开奖号码，然后把玉叶摇醒：“你
的生日礼物有啦，应当不是很寒碜！ ”玉叶揉着惺
忪的睡眼正要责备， 陈磊压低声音说：“捡来的彩
票，竟然中了 6000 元，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全给
你，正好双 11 快到了，要买啥自己挑。 ”

其实，陈磊心里想说，就像自己坚持买彩票
那样，生活中总会有惊喜突如其来，那就是希望
的灯盏在闪烁。 （袁斗成）

小号热出 连号淡出
———析福彩玩法走势

36 选 7：01、03、10、12、14、
20、22。

双色球：05、09、11、16、23、24 后区 ：02、
06、09。

福彩 3D：01、03、08。 （安颖）

今日吉时：午时、申时、酉时
今日吉数：08、15、20

� � � � 今日吉肖：鼠、兔、蛇、羊、马、猪
（风信子）晴晴

心血来潮复式追加
云浮彩民 18 元喜中 68 万元元

钱包
插图 采采

下

18 元小复式票撞
好运，云浮彩民喜中大
乐透 68 万元。近日，幸
运彩民陈先生现身云
浮市体彩中心领奖，他
凭借一张“6+2” 复式
追加投注票， 投入 18
元 ， 中 得 大 乐 透 第
19127 期 1 注追加投
注二等奖和多注小奖，
总奖金 68 万多元。

买了复式票追加票
据介绍，陈先生是体彩的忠实拥趸，平

时在晚饭后有散步，然后进店购彩的习惯，
他熟悉体彩的众多游戏玩法， 尤其对大乐
透情有独钟。陈先生表示，对于大乐透他更
喜欢采用机选方式的投注， 他说总有自己
能够中得大奖的预感，于是就坚持购彩。

说起这次中奖经过，他说：“平时一般
是购买单式票的， 但在这期下单的时候，
就突然心血来潮地用 18 元 下 单 一 注
‘6+2’的复式追加投注票，没想到居然中
得了 68 万元大奖， 虽然差一个号码与一
等奖失之交臂， 但是已经非常满足了，这
笔钱得妥善规划利用。 ”

感叹人生将要改善
11 月 6 日， 体彩大乐透 19127 期开

奖，全国共开出 110 注二等奖，其中 45 注
是追加投注命中。 位于云浮市城区建设北
路 15 号的 4421021068 体彩实体店购彩
者陈先生，以“6+2”的复式追加投注票喜
中二等奖 1 注，五等奖 5 注，收获奖金共
计 68 万多元。

11 月 7 日， 陈先生面带笑容地在友
人的陪同下来到云浮市体彩中心，领取属
于自己的大奖。 陈先生是个十分健谈、幽
默的购彩者，刚进兑奖室就笑着说：“公益
体彩，乐善人生，我来领大奖了，我的人生
要开始改善了。 ”

羊城晚报记者 安颖
插图 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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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里有“宝”可微信扫描

今日吉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