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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歌剧院、市川剧院春节期间演出精彩纷呈，亮点颇多

高雅艺术加持 重庆年味更出﹃味﹄

牛年春节长假
刚 刚 结 束 ，众 多 市
民选择留在重庆过
年。重庆主要文艺
院团纷纷捧出艺术
大 餐 ，陪 伴 市 民 欢
乐 过 节 。 近 日 ，记
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市歌剧院、市川
剧院等院团长假期
间安排的演出精彩
纷呈，颇多亮点，越
来越多的市民也主
动走近高雅艺术，
过了一个文化味儿
浓郁的春节。

重庆成全国春节档
票仓前五城市

演出现场。 上游新闻记者 高科 摄

受热捧

今年春节档
话题度影响力惊人

新春高雅音乐会近乎满座收官
“春节长假我天天都来，最后一场竟然坐满了！”
17 日晚，市民周女士在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向记者
感叹，不住鼓掌的她显然意犹未尽。当晚，重庆市歌
剧院新春合家欢演出最后一场《动漫与古典音乐会》
圆满收官，按照 75%售票的防疫要求，418 座的艺术
厅内可售的 300 多个座位全部售出，超高售票率为牛
年写下了第一个高雅演出票房佳绩。
据了解，早在长假开启前，重庆市歌剧院便精心
策划了“春节不打烊，剧场合家欢”系列高雅音乐
会。打造“合家欢”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响应就地
过年号召，另一方面也是用艺术回馈广大市民，陪伴
市民欢乐迎春。
初一到初六，每晚七点半，众多爱好艺术的市
民都来到市歌剧院艺术厅准时赴约。初一的《闹新
春·民歌经典歌曲音乐会》演绎了众多民族经典乐
曲；初二的通俗音乐专场音乐会则回顾了历年来央
视春晚不朽的音乐记忆；初三的欧美经典歌曲专
场，演唱了脍炙人口的《春之声圆舞曲》
《像天使一
样美丽》
《友谊地久天长》等；初四的经典外国电影
音乐专场，则演奏了《权利的游戏》
《珍珠港》
《辛德
勒名单》
《爱乐之城》等风靡全球的作品；初五是中
国影视经典作品专场；初六则带来《动漫与古典专
场》，在《千与千寻》
《哈尔的移动城堡》等温暖旋律
中，系列演出圆满落幕。
“歌剧院的水准真是一流，系列演出也为我们这
样喜欢艺术的市民送上了一份有品质的新年礼物。”
周女士表示，她家就在市歌剧院对面的鹅岭，因为隔
得近，退休之后的她早就是歌剧院周周演的铁杆粉
丝，
“ 往年春节我们都去三亚晒太阳，今年提倡就地
过年，正好年前在上游新闻看到歌剧院这边推出了
春节长假的天天演，我就每天吃完饭散步过来看，既
是饭后散步消食，又欣赏了高雅艺术，我觉得这个春
节健康又充实。
”
“说实话，最后一场演出的票房让我们自己也很
高兴！”看到艺术厅内高朋满座的景象，重庆市歌剧
院院长刘光宇眼里也闪着光芒，
“ 演出有没有价值，
全靠观众评价，从第一场开始，我们是看着到场的观
众越来越多，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内心是既激动又感
动。演出的成功不仅在于演员的精心准备，更在于
观众主动购买的一张张票，他们对艺术的热爱为六
场高雅音乐会画上了圆满句号。
”
市歌剧院小提琴演奏家洪峰担纲了初四到初六
演出指挥工作，他分析说，新春系列高雅音乐会之所
以受欢迎，一方面反映了重庆市民艺术欣赏品味的

周露示范演
出《花 云 射 雕》的
耶律含嫣。

2 月 17 日，2021 年春节档以
78.22 亿元票房成绩圆满收官，再
创中国影史新纪录，而根据阿里
影业旗下灯塔研究院《2021 春节
档市场数据洞察报告》显示，重庆
成 为 2021 春 节 档 票 仓 城 市 前 五
城市。
昨天，记者从重庆市电影局获
悉，2021 年春节，我市 255 家城市
影院共放映电影 76280 场次，观影
410.09 万人次，实现票房收入 1.76
亿元，创下重庆春节档电影票房新
高。其中，2 月 12 日（大年初一）票
房 3671.52 万元创单日票房纪录。
另外，春节期间，重庆市电影
市场也创下了各项新纪录，其中
渝北区票房收入 2115.43 万元，万
州万达广场影院票房收入 252.56
万元，分别在区县和影院中排名
第一。

川剧演员周星雨为小观众化妆。
提升，一方面也体现了艺术从业者在市场探索方面
的创新，
“演出内容非常丰富，春节元素、时尚元素结
合，古典、民族音乐都有，还排演了深入人心的电影、
动漫音乐，呼应了市民的需求，同时我们在演出中还
进一步增强了体验感，设计了观众答题、观众参与、
观众互动等环节，拉近了市民与艺术的距离。当然，
城市文化品位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我们将继续努
力，
也欢迎更多市民走进剧场！”

玩创新

川剧体验式演出吸引游客点赞
通远门往上不远，便是极富老重庆风味的渝中
区领事巷。这里还坐落着重庆传统戏曲文化名片
——重庆市川剧院金汤街剧场。17 日下午，金汤街
剧场十分热闹。牛年新春的收官之作——川剧体验
式互动演出专场精彩亮相，不但吸引了众多重庆市
民，
还有外地游客专程赶来打卡点赞。
“体验式互动式演出的目的，就是要让不了解川
剧的观众从认识川剧开始走近川剧。”市川剧院副院
长彭欣綦介绍，与传统看戏不同，观众可以走进台前
幕后全面感受，
“ 先是亲身体验化妆，接下来还有演
员配合示范的专业戏曲知识讲解等，帮助观众欣赏
传统戏曲程式之美，参与的观众和演员一切互动，对
于川剧的认识也就加深了。
”
下午两点左右，记者在金汤街剧场大厅看到，
已经有工作人员在帮助参与体验的观众化妆。观
众的脸上被细致地擦上油彩脂粉，描眉勾目之后，
倒也像极了戏中人。化妆看起来简单，其实也大
有讲究，工作人员介绍，以涂脂为例，小生小旦两
唇须擦红，以显唇红齿白之美，须生挂有口条，嘴
不露外，故不施红。
两点半，演出正式开始。专业演员邀请化好妆
的小观众上台，从戏曲表演首先要满怀自信谈起，川
剧欣赏的一些基本知识娓娓道来。同时，男女演员
还分别示范了花旦、武生的一些常见程式，之后，演
员们带来了《花云射雕》
《三岔口》等几出经典川剧折
子戏，整场演出寓教于乐、生动活泼，比起传统看戏
方式来说，可谓妙趣横生，
别具一格。
“我本身比较喜欢历史，加上家里长辈爱好川
剧，所以慢慢地自己也喜欢上了川剧。”重庆工商大
学理科生谭天逸告诉记者，长假最后一天，他和几位
长辈专程来到金汤街剧场，
“体验了化妆、戏服，我觉
得蛮有意思的，后面的讲解、演出也很不错，原来看
戏可能不太明白演员们那些动作都是干啥，今天算
是长了不少知识。很有收获。
”
“我是在网上查找通远门城墙公园时注意到金
汤街川剧院的。”来自山东的游客马大爷饶有兴致地
欣赏完化妆过程后，讲解演出还没看完就得提前赶
往机场返程，他说自己既高兴又遗憾，
“ 我们山东有
京剧、吕剧，川剧我第一次看，开了眼界，很不错，这
次没时间好好欣赏，争取下次再来！”
“渝中区是重庆文旅窗口，金汤街剧场也希望在
山城巷统一打造中‘借东风’，通过体验式演出吸引
更多本地观众和外地游客。”彭欣綦说，未来川剧体
验活动将在金汤街剧场形成常态化，吸引更多人走
近川剧、爱上川剧。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赵欣

重庆电影人池清波是去年国
内备受瞩目的“重庆造”影片《妈妈
和七天的时间》的制片人，他表示，
“不论是票房总额、观影人次、还是
观众观影的积极性和热情，亦或者
是社会各界通过多种方式对于电
影在多个层面的探讨，都让 2021
年春节档具有极高的话题度和影
响力。”
造就今年最强春节档的原因，
池清波认为首先是电影的类型丰
富、形态多样、风格各异，既有《唐
人街神探 3》的系列开发、
《刺杀小
说家》的小说改编，也有《人潮汹
涌》的翻拍。
其次，IMAX 摄影机的使用发
展、放映系统的更新、特效制作等
也进一步助力中国电影技术升级，
大数据和算法也帮助了对于观众
市场的精准定位分析。
此外，电影宣传和营销方式的
丰富多元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比如今年春节档，抖音、快手、微
博、微信公众号等成为重要的宣传
渠道，其实提到的这些原因，都是
中国电影在新的发展阶段中，电影
市场对于内容创新、制作升级、营
销升级、产业升级的要求”。
今年春节有七部影片同时在
大年初一上映，重庆市电影家协会
会员臧连荣表示，最终《你好，李焕
英》这部片子的票房逆袭，充分说
明了中国老百姓一是喜欢有质量
的喜剧，二是喜欢令人共情的优
秀 作 品 ，之 前 的《送 你 一 朵 小 红
花》和如今《你好，李焕英》都是这
样，这是值得所有影视创作者思考
的问题。

未来要让
中国电影
“走出去”
中国的春节档电影也在走向
海外，据了解，
《刺杀小说家》、
《新
神榜：哪吒重生》都将在北美、澳
新、东南亚等海外多地同步上映，
刘德华主演的《人潮汹涌》将在新
加坡同步上映，北美、澳新地区则
于元宵节左右上映。
“在疫情常态化的国际背景
下，中国电影的春节档市场取得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果。”池清波
说，
“ 未来我们更需要注重对版权
的保护、开发和市场转化，重视电
影内容创新与科技融合，完善电
影产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制
度，加大对相关人才的培养力度
和对技术水平的投入，健全电影
评价体系建设，营造更好的市场
秩序和发展环境，真正的让中国
电影‘走出去’，从电影大国成为
电影强国。”
“在市场大好的情况下，更需
要主管部门和创作者们加深思考
和反思，未来的国际市场，我们终
将拿出什么样的作品去跟好莱坞
电影或者世界优秀电影抗衡。”臧
连荣说，
“ 自娱自乐不应该是中国
创作者的理想，我们的真正征途应
该是星辰大海。
”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汤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