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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席

蹩脚的喜剧
成了
“悲剧”
●马夋

《2018 波兹南少年合唱团巡回音乐会》-昆山
时间：2018-10-24 星期三 19:30

票价：100 180 280

纯净童声，天籁合唱
——帅气的波兹南少年合唱团要来啦！
合唱团简介
波兹南少年合唱团最早是由波兰
指挥大师 Jerzy Kurczewski 于 1945 年
成立，1957 年又创办波兹南合唱学校，
是 波 兰 唯 一 的 合 唱 学 校 。 2003 年 9
月，这个欧洲最有名之一的合唱团在
波兹南市长倡议下，独立为文化机构，
成为市立少年合唱团，由作曲及指挥
大师 Jacek Sykulski 担任团长及艺术总
监，以确保该团传统的延续及风格的
创新。

波兹南少年合唱团结合了超过半
世纪的合唱传统和波兰唯一合唱学校
的成就，例如：融合原始及现代发声的
技术，塑造男童合唱团原始和自然的
声音，在波兰和世界音乐文化中创造
了一个新的品牌，其艺术造诣与维也
纳少年合唱团旗鼓相当，被誉为波兰
的维也纳。于 2012 年也以文化杰出
成就为由，
被授予“名誉珍珠”的殊荣。
波兹南少年合唱团在全世界有超
过 2200 多场的演出，曾参加许多著名
的音乐节，包括在卡内基音乐厅、柏林

音乐厅、柏林爱乐厅、维也纳金色大厅
和巴黎圣母院等著名场地。合唱团也
发行了很多音乐专辑，并在世界首演
当代作曲家的重要作品，
成就辉煌。
波兹南少年合唱团创办并主持过
两个卓越的国际文化活动——国际男
童合唱节和国际少年声乐比赛，由于
其积极地走向国际化，已经形成一股
新的波兰和欧洲文化。

指挥简介
Jacek Sykulski

波兰作曲家、指挥。他热爱音乐，
编曲深受观众及同仁赞赏，著名的乐
团都喜欢演奏其作品。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Sykulski 受邀在国际重要的
音乐团体主持多项重任，这些团体遍
布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德国、
荷兰、波兰及台湾等地。
2003 年，
Sykulski 被任命为波兹南
市立少年合唱团的指挥及艺术总监。
在他的领导下，波兹南少年合唱团跃
上新高峰，成为国际最有名的合唱团
之一。

《李茶的姑妈》上映第一天破亿元，
但到
了第三天，单日票房已经被《无双》超越，全
然没有之前
“开心麻花”
作品的成绩。
国庆档对于
“开心麻花”
来说，
一直是福
地。2015 年，第一部作品《夏洛特烦恼》，以
黑马之姿逆袭，收获了 14.41 亿元的票房；
2017 年，沈腾、马丽黄金组合回归，
《羞羞的
铁拳》以 22.13 亿元票房笑傲群雄。但坦白
地说，
《李茶的姑妈》是
“开心麻花”
最差的一
部。豆瓣电影刚开分的时候，评分 5.9 分，
没有及格。即使之前的作品偶被诟病，
但是
整体评分也能保持在及格良好的状态，
从没
有跌破过 6 分（此前最低是《西虹市首富》
6.7 分）。
“开心麻花”这次到底差在哪里呢？在
我看来，这次是一如既往的 low，把以往“开
心麻花”
中的所有缺点在这一部作品中无限
放大，
甚至没有任何节制。
《李茶的姑妈》的故事乍一看，
其实非常
有意思。大概就是讲述一心想迎娶大渣集
团董事长女儿露露的李茶是个穷小子，
而他
的姑妈却是个神秘的全球首富，
两人自李茶
满月之后，就没再见过面。另外，遭遇财务
危机的大渣集团董事长王安迪，
也就是李茶
的准岳父，为了能够挽回公司的危机，便逼
迫李茶必须把姑妈莫妮卡夫人请过来。仪
式当天，
李茶的姑妈为了考验露露是否真的
爱李茶，故意不去婚礼现场，结果机缘巧合
之下，小职员黄沧海误打误撞，被错认成了
李茶的姑妈莫妮卡，
李茶和自己的准姐夫杰
瑞便将计就计，让黄沧海伪装成李茶的姑
妈，
故事就此开始。
这样的故事，就是互换性别梗的《羞羞
的铁拳》+暴富梗的《西虹市首富》的结合，
无疑是爆款。但是，这个本子在电影改编
上，
无疑是无限放大了
“开心麻花”
一直以来
难以解决的问题——舞台剧电影化的短板。
舞台剧是通过一个简单的舞台，
没有更
大的空间延展，可以尽可能地打通空间，能
用最荒诞的设定去表现，所以在舞台剧中，
黄沧海假装出来的姑妈有多不像，
观众都是
尽可能地接受。
但是电影就不尽相同了，这个怎么看、
怎么听都不像一位女人的
“女首富”
出现，
又
怎么让观众信服呢？好莱坞 1982 年的《窈
窕淑男》中，达斯汀·霍夫曼伪装成女性，是
经过了各种的调整，尤其是声音的研究，才
使得换装成女性出场的时候，
让观众真正相
信，这个伪装很成功，能骗住电影中的每个
角色。
虽然扮演黄沧海一角的黄才伦，
曾经过
上百场同名舞台剧的历练，
用假发、假睫毛、
胸垫等外界工具让自己有所表现，
也能通过
回撩头发这种细节给自己加分，
可是这种过
于追求荒诞的手法，放在电影中，就显得非
常违和。
尤其是电影中，黄沧海变女声发言，模
仿宋丹丹小品口音时，
内心不禁在想，
“这是
在干嘛呢？舞台剧和电影的表现上还是有
一些区别的。
”
导演真的太懒了。从黄沧海伪装成姑
妈的那场戏中，
就看得出导演的偷懒。
舞台剧中，
黄沧海和姑妈莫妮卡曾有一
段酒后互诉的戏份。这段戏，
交代了莫妮卡
这个人物背景，
为什么她那么的富有。姑妈
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敢为爱私奔、远赴异国
求学打拼的人物形象，
这样的设定能让观众
看到所谓金钱背后的另一种形象。
但是电影里，
这个重要的人物信息全部
删掉了，剩下的只有一种“姑妈=钱”的形
象。而原本在舞台剧中，
黄沧海和姑妈的情
感是通过一次次的沟通递进的，
进而产生的
情愫是有足够的说服力。
或许有很多人会告诉小电君，自己看
《李茶的姑妈》的时候是开心的，
是笑得非常
欢快的。诚然，笑从来不是错，但是如果这
种笑是用低级手段去促成，为什么要鼓励
呢？
“开心麻花”已然成为喜剧的头部力量，
但是如果这种头部力量依然在输出这种低
俗、令人作恶的价值的话，总有一天它会被
其他品牌给淘汰。

近期上映
超能泰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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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蜜蜂历险记

科 幻 - 2018 年 10
月 12 日中国上映 - 2D
导演：莱纳特·拉夫
编 剧 ：阿 拉 什·阿 梅
尔 Max Hurwitz
国家地区：英国 | 西
班牙 | 美国
剧情：故事讲述飞行
员里克·詹森(沃辛顿饰)
为人类潜在利益参加军
事实验，然而他变成了一
个能在土星上生存的怪
人。可军事实验的目的
并不美好。

纪 录
片 - 2018
年 10 月 12
日中国上
映 - 2D
导演：
吕克·雅克
国家地
区：
法国
剧情：
本片讲述了
一只小企鹅的命运，它强大而神秘的直觉使它能够存活在变幻莫测
的自然中。当冬日降临，所有的企鹅都会听从一个神秘的召唤，踏
上未知的旅程。

动 画/喜 剧/冒 险 2018 年 10 月 12 日中国
上映 - 2D/3D
导演：亚历克斯·施
塔德曼
编剧：芬·埃德基 马
库斯·绍尔曼
国 家 地 区 ：澳 大 利
亚 | 德国
剧 情 ：小 蜜 蜂“ 玛
雅”充 满 了 对 外 面 世 界
的好奇，决定和好朋友“威利”飞出蜂巢，一探究竟。在路上，结识了新朋友
小黄蜂，可是“玛雅”怎知蜜蜂与黄蜂，为了争夺花粉，素来是天敌，族群大战
一触即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