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我们 qnbtyb@163.com

A16 2015年1月27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朱筱丽 美术编辑 黄颂平文体

两只狗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它

们寻找幸福的生活，寻找伟大的理

想，然而城里的世界并不像它们想

象得那么美好⋯⋯四处碰壁之后，

它们对生活产生了各种意见，这些

意见是它们简单纯洁的头脑无法理

解的生存难题。它们勇敢地面对生

活，不管生活有多艰辛，一定要勇敢

地走下去!

两只狗所抒发的感情跟它们佯

装过的生活完全脱节，这就像剧中的

观众互动环节，大狗小狗到观众席间

乞讨。大多数观众多少有些不知所

措，要什么给什么，甚至炫富一样向

两只狗献上车钥匙、裘皮大衣，但他

们似乎不知道两只狗带给他们什么，

又从他们那里带走什么。

《 两只狗的生活意见》的特色便

是“ 演到哪儿是哪儿”。一会儿是摇

滚乐、一会儿是相声报菜名、再一会

儿又变成了超级模仿秀，一会儿又跳

入观众席与观众互动，杂糅的表演

“ 笑果”不断。他们当值小剧场话剧

的神话，整个剧场笑得人仰马翻！

导演：孟京辉
主演：刘晓晔 陈明昊 韩鹏翼
演出时间：2015年2月8日 星期

日 19:30

地址：嘉定新城白银路159号

孟京辉大作
《 两只狗的生活意见》

青年报记者 王璐

本报讯 上周，羊年春晚剧组先后

两次公布了刘德华、那英、张丰毅、佟

大为、李宇春、鹿晗、关牧村等老中青

三代加盟的超强演员阵容，歌唱类的

名单吊足了观众的胃口。而语言类节

目方面，25日，羊年春晚语言类节目终

审完成。从演员阵容来看，语言类节目

同样星光熠熠。

节目数创新高
题材命题作文多

两次初审后，有1 5个语言节目参

与了终审，其中包括蔡明、潘长江的小

品，岳云鹏搭档孙越的相声等。羊年春

晚剧组证实，有1 0个以上的节目通过

了语言类终审，将入围即将开始的春

晚彩排，据此，羊年春晚有望打破近几

年春晚语言节目数量纪录。

通观哈文所掌勺的两届春晚，无

论是201 2年龙年春晚语言节目为7

个，哈文执导的201 3蛇年春晚语言节

目9个，都比前后几届多。而哈文本人

也于不久前在微博上回应过网友关于

增加语言类节目数量的要求。

羊年春晚导演组导演汤浩在接受

央视采访时曾透露，今年的语言类节

目创作，基本上遵循“ 题材先行、定制

为主”的原则。汤浩说：我们对过去一

年老百姓关心的事情进行梳理，共同

商定创作大方向后，明确告诉各个创

作组，希望他们努力的方向，可以说今

年是大量采用老定制的形式，对节目

的干预是超过往年。

并且，今年语言类节目类型也比

往年丰富，除了以往观众所熟悉的小

品相声外，滑稽戏、哑剧都会出现在春

晚舞台上。但是，汤浩说，即便是这样，

也不排除存在变动的可能。终审结果

并非决定节目最终的去留。在最后几

次彩排中，也有可能会有所变动。

老演员创纪录
冯巩搭档 80 后新人

在今年的语言类节目演员阵容

中，既有冯巩、蔡明、潘长江、郭冬临、

杨蕾等春晚熟面孔，又增添了许多年

轻的面孔。

201 5年是春晚的第33年，冯巩将

实现“ 连上三十年”的纪录。值得一提

的是，此次，冯巩不再搭档年轻女郎，

还是牵手“ 嘻哈包袱铺”两位80后新

人高晓攀、尤宪超带来小品。而同样央

视春晚常客的蔡明、潘长江这对欢喜

冤家将再次同台表演，蔡明也将成为

春晚表演次数最多的小品女演员。

除了春晚“ 老熟人”，今年语言类

节目大部分演员是70后、80后。相声界

的曹云金、苗阜、岳云鹏等人，和小品

圈的“ 麻花”、“ 喜乐街”团队都是年

轻组合。开心麻花团队的数位演员曾

先后为春晚带来过《 今天的幸福》、

《 天网恢恢》、《 大城小事》、《 今天的

幸福2》、《 扶不扶》这五个小品。并且

这些年轻的演员都将会给观众献上原

创性十足的作品。

至于卫视春晚方面，记者从东方

卫视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崔永元将

与众多沪上名嘴一起主持春晚。而

他除了挑起主持重任，还将与黄西

带来“ 中西合璧”的脱口秀表演，充

分显示自己嘴皮子的魅力。有趣的

是，东方卫视羊年春晚与央视春晚

一样，语言类节目星光熠熠。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腊八节开启

心的旅程，辞旧迎新从心出发（ 大年

初十），2月28日晚“ 201 5 观自在新

年祈愿音乐会” 三度带来人文视觉

艺术盛典，献演于上海奔驰文化中

心。音乐会在延续齐豫、萨顶顶、敬善

媛、桑吉平措等经典阵容的同时，还

加入了霍尊、黄帅两位颇有诗意文气

的艺人。

在今年的节目单上，经典必不可

少，新意也是一目了然。齐豫、萨顶

顶、敬善媛和桑吉平措都拿出了全新

歌单，可谓好歌不重样，萨顶顶此次

带来的《 雀神》就是出自于去年发行

的全新混音专辑《 幻境》。

而此次音乐会另一个亮点，当属

去年首登“ 观自在”舞台便撩拨无数

人心弦的马常胜。这位原创音乐人，

曾拿下台湾金曲奖最佳梵音音乐专

辑和最佳心灵专辑的唱作艺人，这次

他携《 春风来时路》和《 云鹤》而来，

显然是为知音而备。

形式：
改说普通话，重点表现“ 做”

钱程昨天对青年报记者说，这个

“ 独脚戏”节目现在已经过了央视春

晚的终审，虽然从理论上讲还存在变

数，“ 但是十有八九是可以上春晚

了。”据钱程介绍，这个节目长约六七

分钟，是他带领上海滑稽剧团21 岁的

90后青年演员阮继凯一起排演的。表

现的是弘扬传统文化的内容。现在这

个节目已经打磨成熟了。

以往上海滑稽戏、独脚戏“ 难过

长江”，不被北方观众所接受，最重要

的原因是语言障碍。钱程说，上海话

北方观众听不懂，包袱就抖不响，不

好笑的语言类节目又怎么上央视春

晚。这次为了冲刺央视春晚，钱程对

节目作了一番精心的改编，“ 我是将

南方曲艺和北方曲艺的精华进行了

一次综合。”其中最明显的改动是变

上海话为普通话。也就是说，此次上

央视春晚的将是一个说普通话的上

海“ 独脚戏”。

但是说普通话了，那还是“ 独脚

戏”吗？钱程说，上海话虽然是“ 独脚

戏”的一个特点，但“ 独脚戏”还有一

个南方曲艺独有技巧。相声讲究“ 说

学逗唱”，但“ 独脚戏”讲究“ 说学做

唱”，这个“ 做”就是“ 表演”，这是

“ 独脚戏”所特有的。“ 我们在央视表

演时，就特别注重表演，现场笑声不

断。”钱程告诉青年报，“ 独脚戏”要

想得到北方观众认同，语言问题必须

解决，解决了这个问题，“ 独脚戏”才

能在全国范围内展现它的其他魅力。

影响：
增强上海曲艺界自信心

不管最后能不能上央视春晚，钱

程的节目过了终审，这确实已是上海

“ 独脚戏”挺进央视春晚迄今走得最

远的一次。虽然此前也有严顺开等前

辈上海滑稽戏演员登陆过央视春晚，

但他们演的多为北方小品，和上海依

然没有太大关系。

在钱程看来，没有必要对“ 独脚

戏” 说普通话耿耿于怀，现在对于

“ 独角戏” 这种具有1 00年历史的传

统曲艺来说，传承和发扬的关键，还

是要走向全国，让全国人民都看懂，

才能让他们领略“ 独脚戏”的魅力。

而通过这次冲击央视春晚，也让北方

的导演知道，诞生于上海的“ 独脚

戏”也是完全可以走进北方，登上央

视的舞台。

当然，钱程还对青年报表示，“ 独

脚戏”能过央视春晚终审，也是可以

提升上海曲艺界的自信心。过去上海

一些曲艺人认为“ 独脚戏”只能在上

海一带演出，是自娱自乐，创作上缺

乏动力。而现在，他们完全可以抱有

这样的期待：他们的作品同样可以为

全国观众所接受。

钱程向青年报透露，他已在前晚

赶回上海参加市政协会议。2月4日将

再次赴京，参加央视春晚的彩排。至

于能否最终登陆春晚，届时将更加明

朗。

独家专访上海滑稽剧团副团长钱程

“ 独脚戏”过春晚终审
星闻联播

齐豫领衔祈愿音乐会

冯巩有望连上春晚30年 节目阵容星光熠熠

上海“ 独脚戏”从来没
有与央视春晚如此接近。上
海滑稽剧团副团长、滑稽表
演艺术家钱程的一个“ 独
脚戏” 节目已过2015年央
视春晚终审，如不出意外，
这将成为登陆春晚的第一
个上海“ 独脚戏”节目，圆
上海曲艺人多年的“‘ 独脚
戏’跨过长江”之梦。钱程
昨晚接受了青年报记者的
独家专访，透露了此次北上
的一些细节。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星爷上节目挑星女郎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新一任星女

郎有可能挑选自一档节目？记者从

《 我看你有戏》节目组获悉，周星驰

将担任《 我看你有戏》 大电影的监

制，并有意从中挑选星女郎。

据导演组透露，这个意图恰是开

创为满足影视作品需求而举办针对

性人才选秀的先河。据导演介绍，《 有

戏》旨在成为国内收档大电影挑选预

备人才的选秀节目。此次，周星驰受

邀成为《 我看你有戏》 大电影的监

制，除了在影片质量上把关，还将在

《 我看你有戏》的优秀学员中亲自演

员，而星女郎的挑选更是身为监制的

星爷任务表上的重中之重。

钱程的“ 独脚戏”节目如不出意外，将成为登陆春晚的第一个上海“ 独脚戏”节目。

[央视春晚语言类终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