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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饶曙光：传统戏曲艺术曲高和
寡，在电影化的过程中，原汁原
味的“再现”难以吸引年轻人的
目光，更别说承载其文化传承
的责任。《白蛇传·情》这一艺术
化、技术化的电影化创造，让经
典戏曲“老树”开出岭南大戏的
电影新花，折射了传承传统粤
剧艺术精髓文脉的文化自觉和
文化自信；为其他种类戏曲艺
术的现代化、青春化之路提供
借鉴；更向国外输出了传统文
化，展现了传统戏曲艺术之源
远流长的无尽魅力，彰显中华
文化、中华文明的软实力。

◆广州大学数字媒体艺术
系主任周鲒：平实地来看，《白
蛇传·情》作为影院电影，全程
没有“阻碍感”。也就是说，影
视元素环环相扣，只要你有期
待，就不会落空。对于以保留
国粹为目的或者小成本拍摄的
戏曲电影而言，这部粤剧电影
的市场自觉性非常难得。片子
淡化了表演，强化了镜头，一场
戏一意境，无论是西湖断桥，还
是竹林、江堤，抑或是庭院、山

中，都用国潮思维营造视觉概
念，用魔幻效果结构矛盾。由
此，导演完成了一个关于人、妖
主题的“中式梦工厂”。从这个
角度来说，观众不是去看粤剧，
甚至不是看电影，而是领略再
创造的东方美学。

◆摄影师鲍德熹：这次《白
蛇传·情》确实惊艳到我了。中
国水墨画的画风，唯美的色彩、
摄影构图，服装和表演，很多段
的唱腔简直是令人心醉，美不
胜收，实在是中国戏曲电影的
王者。

◆豆瓣网友“Edward”：
绝 美 中 国 山 水 画 视 觉 。 演 技
绝，吊打小鲜肉。我哭了多少
次都忘了，结束只感觉我得缓
一缓，结尾的音乐实在太好听
了，正好给我缓一缓情绪才走
出影院。感觉打开粤剧电影新
世界的大门。白素贞饰演者曾
小敏，一个眼神就能让人落泪，
全程无替身，都是戏曲演员的
真功夫，水袖堪称一绝。总结
一下，这是一部广东粤剧界最
高殿堂的最强力作！

说《白 蛇 传·情》是
2021 年“最美国产片”，恐
怕没几个人会提出异议。
作为国内首部 4K 全景声
粤剧电影，该片推动了电
影技术和传统艺术的创新
融合，以占全片时长 90%
以上的特效镜头为观众呈
现出一场视听盛宴：御风
飞行的白蛇青蛇、白雪皑
皑的昆仑山顶，鲜花漫天
的浪漫场景……不少看过
该片的观众，对片中长达
6 分钟的高潮戏“水漫金
山”印象尤为深刻，赞其

“堪比好莱坞特效”“大片
质感呼之欲出”“一场戏
就值回票价”。

《白蛇传·情》场景上
磅礴大气，细节上则美得
细致婉约。相比前者，后
者需要花上更多“看不见
的功夫”。例如，影片在艺
术风格上借鉴了简约、含
蓄、气韵、留白的宋代绘画
特质，美术部门为此前后
共画了 600 多幅分镜图。
服装部门则借鉴了“草木
染”的古法，每件衣服的图
案都是纯手工刺绣，头饰
使用了掐丝工艺。

深植中华传统文化的
沃土，同时又契合了新时
代观众的审美需求，这让

《白蛇传·情》公映后叫好
又叫座。上映不到 20天，
该片就打破戏曲电影《李
三娘》1382.62 万元的历史
票房纪录，成为中国戏曲
电影的新票房冠军。在社
交媒体上，《白蛇传·情》的

“自来水”也越来越多，影
片口碑持续发酵和裂变，
并最终形成传统戏曲的

“破圈”效应。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白蛇传·情》达成了传统
戏曲对年轻观众的深度触
及。根据猫眼专业版数
据，《白蛇传·情》29 岁以
下的观众占比 65%，35 岁
以下占比更高达 80.7%。
在B站、抖音、微博等社交
平台，《白蛇传·情》相关视
频播放量累计超过 8300
万次。其中，年轻人聚集
的 B 站对这部“国风国潮
大片”尤为热爱，仅影片的
预告片就刷出了 200 多万
条弹幕。

截至目前，《白蛇传·
情》票房2300.6 万元，院线
观看总人次超过 59.4 万。
但仍有不少观众后知后
觉，想观影时却发现已经
没有排片。好在，这样的
遗憾将有机会在今年的

“520”弥补。

《白蛇传·情》取材于
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
《白蛇传》，“情”之一字自
然是全片的核心。但相比
过往的各种版本，《白蛇
传·情》对“情”字进行了现
代感的诠释，强调“以人为
本”的理念和对美好爱情

“敢表达、敢追求、敢付出”
的价值观。片中，白素贞
与许仙的爱情甜而不腻，
白素贞与小青的姐妹情动
静相宜。更值得一提的
是，影片还打破了法海过
往的脸谱化形象，使这个
中国传说中的经典“反派”
赢得不少年轻观众的认可
和喜爱。

在影片中饰演白素贞
的粤剧名家曾小敏，曾在
接受羊城晚报独家专访
时，分析过片中几个主要
人物的角色创新。

她说白素贞：“以前我
们可能会觉得白蛇很傻，
她为了一个不值得的男人
那样拼命，去牺牲自己的
一切。但现在我们塑造的
白蛇是一个很有现代感的
女性，她敢作敢为、敢爱敢
恨。最难得的是，她既敢
拼尽一切去抗争，甚至用

‘水漫金山’去表达自己的
愤怒，同时也能为了千年
之后再回人间而向法海妥
协 ，甘 愿 自 己 走 进 雷 峰
塔。抗争和妥协，两者她
都做到了。”

她说许仙：“大家过去
对许仙的印象就是一个小
男人，很柔弱，对爱情有怀
疑，对爱人有试探。说实
话，那个许仙是很多人包
括我自己都挺讨厌的，甚
至会想，为什么白素贞会
喜欢那样的一个人？她的
喜欢有点不成立。我们塑
造的许仙是一个敢于去面
对的人，虽然他也有过犹
豫，但他敢于承认自己的
错误，最后对爱情也有一
个永久的期盼，这样的许
仙无疑是现代人更能接受
的。”

她说法海：“以前大家
印象中的法海是很强势
的，有一种必须把你压倒

的劲头。但这次当法海把
白蛇打下去之后，你看到
电影里他其实有一种突然
间的失落。还有，最后当
小和尚把许仙悄悄给放
走，他也没有责怪，而是说

‘ 仁 者 有 心 ，我 也 不 怪
你’。”

在曾小敏看来，《白蛇
传·情》在人物塑造和情感
表达上的最大特点，就是
变得更接近普通人了：“过
去塑造人物，你要么是强
者，要么是弱者；要么是好
人，要么是坏人。我们这
次没有那么非黑即白，而
是允许人物有一个无奈和
无能为力的空间。”

早在首次公映之前，
《白蛇传·情》就已成为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
的代表。2019 年 9 月，影
片入选第76届威尼斯国际
电影节展映环节，之后又
亮相意大利、希腊和西班
牙等国，赢得了众多海外
观众的青睐。2022年，《白
蛇传·情》作为五部优秀国
产影片之一，参与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电影交流
活动，并在戛纳国际电影
节期间在法国展映。此

外，《白蛇传·情》在迪拜世
博会上，代表粤剧这一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世
界观众面前大放异彩。

此外，《白蛇传·情》还
在多个国际电影节上斩获
荣誉：第二届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金椰奖”最佳技术
奖，第四届加拿大金枫叶
国际电影节最佳戏曲歌舞
影片奖，第三届平遥国际
电影展类型之窗单元最受
欢迎影片奖，2021 年北京
国际电影节·第 28 届大学

生电影节戏曲特别关注单
元推荐影片……

2020 年，影片在北美
上映后，当地的主流影评家
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在
业界颇有影响力的影评家
马克·休斯于《福布斯》杂志
上发表了题为《<白蛇传·
情>辉煌引入一个新的电影
亚类型》的影评，对来自中
国的创新戏剧电影点赞。

为何“白蛇”能赢得世
界的赞誉？除了在故事上
大胆创新，《白蛇传·情》在
结构和形式上也让中西方
观众各有所获。例如，影
片并未按照电影常规的三
幕剧结构来安排情节，而
是选择遵循中国传统戏剧
的回目结构：《游湖》《端
阳》《盗 草》《水 斗》《断
桥》……仿佛是一次精华
折子串演，这令海外的观
众备感新奇。

此外，影片在电影的
“实”和戏曲的“虚”之间也
取得了奇妙的平衡。导演
张险峰曾透露，该片连特
效场面都特意进行了“中
国化风格”的处理。例如
在“水漫金山”那场戏中，
海外特效公司制作的第一
版海浪为蓝绿色，光影反
差大，立体感强，这与偏向
平面和工笔的戏曲美学风
格相冲突。最终在剧组的
要求下，特效公司将海浪
调整为水墨色，同时降低
光影反差，呈现出如同国
画般的写意效果。类似的
创新，连中国观众都觉得
新鲜，更遑论海外观众。

民国家族情感剧《传家》定
档 5 月 19 日 20 时优酷全网独
播。故事讲述了 20 世纪 20 年
代末，百货巨头易氏家族空前
繁盛，却遭遇继承危机。当家
人易兴华（刘钧饰）思索再三，
决定从长女钟灵（秦岚饰）、次
女钟玉（吴谨言饰）、幼女钟秀
（张楠饰）里选出一位家族继承
人。为此，三位脾性不投、成长
环境迥异的姐妹，各出奇招各
展所长。时值日寇入侵家国沦
陷，易氏家族也遭遇连番重创，
易氏子女为实现父亲实业救国
的夙愿，终于摒弃前嫌团结起
来保卫家园。

在此次发布的主海报里，
剧中主要角色齐聚易家大宅，
两代人在大时代下肩负家族荣
耀与家国使命的恩怨情仇就此
展开。“星华百货继承权的归属
问题”是该剧前期剧情的一大

看点，而三姐妹后期放下分歧，
携手发展事业、护家国则引人
期待。《传家》以动荡特殊年代
为背景，通过易家三姐妹联手
拯救风雨飘摇的家族，体现烽
火战争下的小家大爱，充分诠
释家与国的命运相连。

作为一部年代剧，《传家》
在展现时代气质方面做足了功
夫，比如当时的百货公司、城隍
庙等与历史相关的事物，剧组
均参考了大量纪录片。此外，
剧中将展现评弹、旗袍、昆曲、
京戏、茶、瓷器等中国优秀文化
艺术，借此让更多观众看到现
代社会日渐被遗忘乃至失传的
街头美食和民间手艺。剧中女
性造型基本以旗袍为主，但旗
袍风格款式各有不同，力求为
观众打造一场精致复古、质感
非常的视觉盛宴。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近日，英国长寿科幻剧集
《神秘博士》宣布，第10任博士
的扮演者大卫·田纳特及其搭
档“Donna”凯瑟琳·塔特这对
组合将回归新一季。

《神秘博士》将在明年迎
来 60 周年。该剧讲述了一位
自称“博士”（The Doctor）的
外星人的历险故事。博士是
宇宙中最后一位“时间领主”
（一种类人的外星生物），他可
以 在 时 间 和 空 间 中 自 由 穿
梭。根据故事设定，博士每一
次重生之后都会改变样貌（甚
至性别），性格也会有一点改
变。因此，该剧自 1963 年播
出以来，已经有 13 名演员出
演过博士一角。近年来，这部
老牌剧集力图跟上时代，第
13 任博士是史上第一位女博
士（由朱迪·惠特克出演），而
第 14 任博士则将是史上第一
位黑人博士，其扮演者是 29
岁男演员舒提·盖特瓦。

《神秘博士》的灵魂人物
——拉塞尔·T·戴维斯（昵称
RTD）将回归担任新一季的制
作人。RTD 在 2005 年成功复
活了这部经典剧集（该剧曾暂
停出品长达 15 年），并操刀了
第 9任和第 10任博士的故事。
其中，由大卫·田纳特扮演的第
10任是历任中人气最高的博士
之一，他与搭档 Donna 搞笑逗
趣的互动风格受到了许多剧迷
的喜爱。

目 前 ，第 10 任 博 士 与
Donna在新一季的戏份尚未曝

光。但RTD形容他们将“迎接
一生难遇的战斗”：“看起来是
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宣布了
新一任博士，然后又来了一个
老博士，还有超棒的Donna，这
是发生了什么？也许是一个错
过了的故事，或者是平行世界，
或者一个梦，一个把戏，一次闪
回……我能确认的唯一一件事
情是：这会是超棒的，我们最棒
的明星中的两位将要重逢，迎
接一生难遇的战斗。”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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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6日，电视剧《县委大
院》在安徽举办开机仪式。《县
委大院》编剧王小枪，导演孔
笙，演员胡歌、吴越、张新成等
人现身。《县委大院》由王小枪
编剧、孔笙执导、侯鸿亮任制片
人，正午阳光出品。这是胡歌
继《琅琊榜》之后与孔笙导演的
再度合作，他在当日也以演员
代表身份发言。

《县委大院》主要讲述了
胡歌饰演的基层干部梅晓歌
团结民众，攻克万难，带领光
明县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
的光明道路。这是胡歌首次
出演基层干部，他表示需要花
费比较多的时间去了解人物
和走进角色。对此，胡歌也对
师姐吴越和黄磊老师表达了
感谢，感谢他们不吝分享自己
的创作新知和心得，为他理解
梅晓歌这个人物提供了很大
的帮助。

此外，胡歌也在发言中表
示文艺创作与基层干部有不
少相通之处：他们都需要沉到
基层中去、都要秉承着真诚的
工作态度，以及不忘记自己的
初心。这也将是自己与角色

在未来拍摄过程中共同奋斗
的目标。

据悉，电视剧《县委大院》
预计登陆一线卫视和腾讯视频
播出。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一年前，它就美出了圈

他们说

《县委大院》安徽开机
胡歌首演基层干部

《传家》定档5月19日

秦岚吴谨言张楠三姐妹
诠释“小家大爱”

RTD操刀新一季《神秘博士》
第10任博士和搭档多娜将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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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映一年后
再次定档 520

传传
情情

一个情字，它拍出新意

一条白蛇，红遍了世界

凯瑟琳·塔特（左）与大卫·田纳特

《县委大院》角色海报

拉塞尔·T·戴维斯

《传家》海报

《白蛇传·情》剧照

粤剧演员曾小敏粤剧演员曾小敏、、文汝清文汝清
分别饰演白素贞分别饰演白素贞、、许仙许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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