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部电影敲定2021年春节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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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2021年春节还剩下

三个月，一场竞争激烈的

电影大战已经拉开帷幕。

目前为止，已经有8部新片

陆续定档 2021 年春节档，

其中包括《唐人街探案3》、

《紧急救援》、《熊出没：狂

野大陆》等三部原定去年

春节档的片子。

由陈思诚导演的《唐

人街探案3》目前在观众想

看指数上遥遥领先，想看

的观众高达600万人，这部

集中了王宝强、刘昊然等

明星的侦探喜剧电影，已

经吊足了观众胃口，只等

开映的那一天到来。

由林超贤执导，彭于

晏等主演的《紧急救援》也

是一部大投资的动作电

影，因为《红海行动》、《湄

公河行动》的成功，让观众

对于林超贤导演的动作大

戏充满了期待，他与彭于

晏的这对黄金组合也再一

次被观众热盼。

《熊出没》系列已经连

续多年亮相春节档，并且

票房一直在往上走，显示

了它的观众群不断在扩

大。《熊出没：狂野大陆》涉

及了基因技术，片中光头

强和熊大、熊二的活宝组

合，将通过基因技术变身

各种动物，再一次踏上历

险旅程。

由路阳执导的《刺杀

小说家》改编自双雪涛的

同名短篇小说，演员包括

雷佳音、杨幂等，影片将现

实和奇幻世界连接起来，

讲述了一个父亲为了找到

被拐卖的女儿，接下一桩

特别任务的故事，是一部

充满了暖心亲情，又在视

觉上新颖奇幻的大片。

《侍神令》根据手游

《阴阳师》改编而成，由李

蔚然执导，陈坤、周迅等主

演，影片讲述了穿行于人

妖两界的阴阳师晴明，与

一众妖怪缔结契约，共同

守护平京城的故事，充满

了魔幻色彩。

《你好，李焕英》由沈

腾和贾玲主演，这也是贾

玲执导的首部电影，影片

根据贾玲的亲身经历改编

而成，片名中的“李焕英”

就是贾玲已故的母亲。电

影讲述女演员在经历“子

欲养而亲不待”的悲痛后，

穿越时空回到过去，触摸

年轻的父母和他们梦想的

故事，是一部很接地气的

亲情喜剧。

《人潮汹涌》由饶晓志

执导，刘德华、肖央、万茜

主演，影片讲述了地位悬

殊的二人在经历了一场

“澡堂奇遇”后，意外互换

了身份，从此人生发生了

重大改变的故事。影片根

据日本电影《盗钥匙的方

法》改编而成。

《新神榜：哪吒重生》

由赵霁执导，这是一部别

开生面的动画电影，影片

在现代和神话时空中不断

穿梭，讲述了投胎到现代

社会的哪吒，与东海市酷

爱机车的热血青年李云祥

“人神共生”，共同抵抗龙

族报复的故事，是一部风

格和气质另类独特的动画

电影，让人充满了期待。

已经定档的这 8 部电

影，风格和类型各异，既有

动作大片，又有侦破大戏，

还有魔幻世界，光是喜剧

电影就有多部，其中像李

蔚然、路阳、饶晓志、贾玲

等导演都是初次登陆春节

档。虽然新冠疫情目前依

然在世界多国肆虐，但国

内高效有力的防控措施，

让中国内地影市轻松成了

今年世界票房的重阵地。

据业内人士透露，除了已

经定档的8部电影，目前还

有不少影片正在谋划加入

2021 年春节档阵营，如此

看来，2021 年的春节档有

望再创票房历史新高。

（据《北京晚报》）

一部几乎是坐着演完

的话剧，仅仅靠演员的声音

而非角色扮演，却演出了

“三小无猜”的伙伴80年的

生命流水账，于是有了声优

戏剧的新形态，在大凉山的

寒夜中，与两位同伴以一台

举重若轻的小戏《三昧》征

服了这里的观众。

11 月 10 日，李寅飞接

受了专访，“在戏剧和相声

这两门舞台语言艺术同在

今年迎来低谷的时候，大

凉山在大家心里重新燃起

了那团火。”这位本硕博

“三清（清华）”的小伙子吐

露心声，他不想一辈子最

大的成就是上过清华。

相声演员演话剧

“当你不知道往哪儿

去的时候，就砸基本功”

“话剧太难了，之所以

敢接是因为演出的形式是

舞台广播剧，更多的是一

个人坐在一方高凳上通过

声音塑造来区分人物推演

剧情。”谈及首次出演话

剧，李寅飞表示，“很多导

演给过相声演员评价：一

动起来就不会说话，一说

话就不会动。我们习惯站

着说话，一两个人撑起舞

台，就需要有点夸张。对我

们来说演话剧挑战很大，

而这个戏的形式确实规避

了我的很多缺陷，所以才

斗胆来接。”

80年时间跨度几乎没

有服化，仅仅靠帽子、围巾、

小辫来区分人物的年龄。李

寅飞说：“从几岁到八十几

岁，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

战，特别是到了五六十岁以

后，我后来是在菖蒲河公园

老年相亲场所才找到人物

的感觉。相声塑造人物往往

是脸谱化的，原来我从不观

察和体验生活，从这个戏开

始有了这个习惯。”

来大凉山之前，李寅飞

并不知道是在露天剧场演

出，虽然说相声各种环境都

经历过，但露天演戏却还是

第一次。“大凉山早晚温差

大，我戏里的服装，第一场是

小褂，到第三场才能套上外

套，所以演出时我无比盼望

赶紧演到第三场。整场演出

抬头能看见星光，周遭有鸟

叫、鸣虫，戏剧需要这样的尝

试，更需要用舞台张力来抓

住观众，跟密闭的空间还不

一样。”

剧中，贯口、京剧、快

板、方言，李寅飞几乎将相

声的基本功展示了个遍，

“当你不知道往哪儿去的

时候就是砸基本功。我一

直坚持原创，可能是近八

年来原创作品最多的相声

演员之一。大逗相声也是

近八年来创作新作品最多

的团队，作品写着写着不

知道该往哪去了，就回归

‘相声’二字，所以基本功

是一生受益无穷的。”

特殊的《三昧》

“剔除了很多，留下的

那部分要求就更高了”

其实《三昧》首演者是

另一位相声演员陈曦。《三

昧》的编剧、导演一驰是一

位资深曲艺爱好者，很早就

和李寅飞熟识。后来陈曦生

病了，但那时距离下一轮演

出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台词

量又很大，于是导演便想到

了背词快，又有戏曲、曲艺

功底的李寅飞。“当时压力

很大，每天除了排练，行动

坐卧走都在背词。话剧很严

谨，多一句少一句都不行，

这一点和相声很不一样。”

“没有大量的调度，当

你剔除了很多东西，留下的

那部分要求就更高了，不允

许你靠服装和大的身段以

及表演来辅助，对于说的要

求就高得多了。”在李寅飞

看来，“如果大家说这是声

优戏剧，说明我们达到了观

众的认可，仅仅是靠三条嗓

子来吸引观众。”

如今再看自己第一次

演出的录像，李寅飞觉得很

稚嫩。不过，话剧表演的经

历对他的本行还是很有帮

助的，“原来我们有个段子

叫《对坐数来宝》，情节设计

中，一边演员是胡唱，另一

边演员气得站起来，谁站谁

就输了。后来有一次演出，

好几个演员都问我这不是

设计好的吧？说明我的表演

长进了。真应了那句‘隔行

如隔山、隔行不隔理’。”

由于编剧、导演一驰是

已故台湾戏剧泰斗李国修

的学生，《三昧》也脱胎于李

国修的《三人行不行》，剧中

不乏李国修甚至赖声川台

湾相声剧的影子。以小情感

动人，又不让人一味沉浸，

特别是结尾处，观众已经认

为这是一出有真实人物原

型的作品了，字幕中却突然

出现“剧情纯属虚构”的反

转。李寅飞称，“这正是导演

的一种人文关怀，不想让观

众更多沉浸在历史的厚重感

中，能看到影子就好，玩命让

观众哭死不是最高追求。其

实剧中人物真的没有原型，

是千百个经历过大时代的人

的缩影，不想弄得很悲，更不

想让人唏嘘。”

做大逗相声的班主

“清华的背景只能让

别人对我期待更高”

本硕博“三清（清华）”

背景让李寅飞多了光环的

加持，却也是他多年来努

力摆脱的标签。“我不想我

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上

过清华，但这需要拿作品

说话，清华的背景只能让

别人对我期待更高。”

作为大逗相声的班主，

李寅飞带领的是京城学历最

高的相声团队，他最常说的

一句话就是，“我们要为相声

这行添砖加瓦，而不是去消

费它。说一句冒天下之大不

韪的话，对于很多相声演员

来说，应该感谢有了相声，而

对于相声来说，应该感谢有

了大逗。如果没有大逗，可能

又会少了几百个作品和一群

不是指着他吃喝的人。”

疫情期间，“大逗”是

第一个连线直播说相声的

团队。有人说，直播有延

时，节奏和尺寸都不对，但

李寅飞坚持在预估延时的

前提下连麦说相声。刚允

许小规模聚集，他们便搭

直播间线下直播说相声，8

月 1 日更是成为第一家线

下演出的相声团体。“坚持

直播演出是因为有观众跟

我说，希望能以刷礼物的

形式买票，演出是回报观众

对我们的想念；另外曲不离

口，上台就比在家对词强，

用这样一种方式也可以保

持业务能力；我还很怕自己

面对新环境、新媒体时也会

涌现三个状态——看不起、

看不惯、看不懂。今天的媒

体时代给了全民被大家认

识的可能，我们这些抛头露

面的行业不去拥抱它，可能

很快就被遗忘了。”

眼下，李寅飞在排一驰

的另一部戏《二把刀》，明年

1月就将在北京首演。剧名

分别是“三二一”的一驰三

部曲，李寅飞都渴望参加，

哪怕最后一部是独角戏。

“《三昧》演出结束我们马上

就会赶回北京，希望明年还

能带着新戏再来大凉山，也

更希望能有机会去看一场

其他团队的戏，渴望剧组之

间的观摩交流，期待听到批

评和不同的声音。两岁的大

凉山戏剧节未来可期，如同

这里的精致，依山傍水房

树间，行有安然、住也安

然。” （据《北京青年报》）

李寅飞：我不想一辈子最大的成就是上过清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