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一龙入驻蜡像馆

好莱坞和国产片看哪个

■劳动报记者 柴一森

靠近可听到“心跳”声

难忘记忆中的光荣岁月
上海交响乐团 140年 “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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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上海交响乐团
140年（1879-2019）》一书历经两
年精心打磨编写，终于正式与读
者见面。日前，上海交响乐团在
黑石公寓举行了新书发布仪式。

全书约 400 页 、 39 万字 ，
由文汇出版社 2019 年 10 月出
版。 新书上市后 ， 无论是网上
的销售， 还是线下图书馆的馆
配， 都堪称 “火爆”， 有读者网
上抢购到 《上海交响乐团 140
年》 后， 又来到发布现场一探
究竟。

该书通过自 1879 年乐团创
建至今， 共 140 年间的珍贵丰
富的图片、 亲历者的回忆文章
和纪念文字， 生动翔实地还原
了亚洲历史最悠久乐团的辉煌

历史和傲人业绩， 揭示了乐团
在中国交响乐发展事业中的基

石地位和重要角色， 也展示出
这支古老乐团与日俱增的国际

影响力和 “古典音乐扎根非欧
美地区” 所起的典范作用。

《上海交响乐团 140 周年 》
将上交的发展融入到了中国近

现代社会发展、特别是上海城市
发展之中。书里系统展示了一支
140 年的乐团，如何在战争中保

全自己， 如何在逆境中求生存，
如何在蓬勃的社会中求发展，如
何在 21世纪求进取。

《上海交响乐团 140 年》 作
为上交历史的终极呈现， 展现
了交响乐在中国落地生根发展

绽放的音乐史诗 。 本书不同于
传统的音乐史写作方式 ， 融合
史料与大量访谈 ， 回顾了上海
交响乐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

社会条件下， 如何立足于音乐
艺术， 继往开来， 为上海乃至
全国的文化建设而奋斗， 并成
长为一支远超传统角色的文化

“旗舰”。
在上海文汇出版社社长周

伯军看来， 这本书不单是历史
记录， 也是一部 “启示录”， 对
上海交响乐团生存 、 发展 、 成
功的经验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
“上交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它
经历了战争 、 经历了种种困难
挫折， 而终于成为一支伟大的
乐团。”

新书囊括了音乐总监余隆、
指挥家曹鹏、 侯润宇 、 作曲家
刘念劬、 乐队长宋国强、 前首
席张曦仑、 大提琴黄北星等演
奏员， 及朱践耳夫人舒群 、 时
任理事长翁铁慧等用多种视角，
用有温度的叙述， 以 “口述史”
的方式将上交历史尤其是改革

开放后的历史具体化。
“这是一支伟大的乐团， 这

个乐团在历史上起到的作用 ，
足以让你觉得 ， 跟她在一起 ，
即被她的伟大所感染 ， 她的伟
大是你无法左右的 ， 这不是你
个人的成就。” 音乐总监余隆在
该书扉页里动情地写道 ， “你
能有这么一段短暂的时间跟她

一起生活 、 呼吸 、 工作 ， 共同
创造价值， 就足以觉得你的生
命是极具价值的。 能够为延续
她的伟大历史而工作 ， 足以让
你觉得你的存在是一种幸福 ，
因为这件事带给了你无上的光

荣和回忆”。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王嘉
露 摄影 贡俊祺） 12 月 20 日，
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迎来了

著名男演员朱一龙首尊蜡像

的正式揭幕 。为了能够让游客
拥有独特的互动体验 ，朱一龙
与上海杜莎共同创意 ，特别打
造 “心跳 ”感应装置 ，当游客靠
近蜡像 ，就能感应到心跳的声
音 ， 成为中国内地首尊拥有
“心跳 ”的蜡像 。粉丝们可以到
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 ，与朱一
龙蜡像近距离接触 ，并倾听心
跳的声音 ，从 “心 ”出发 ，用心
交流。

朱一龙凭借多部影视剧成

为拥有超高人气的优秀男演

员。而近日，朱一龙又再添全新
里程， 他的国内首尊蜡像正式
入驻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 ，并
跻身 “顶级派对 ”专区 ，与众多
国际巨星交相辉映。 为了契合
朱一龙令人心跳的魅力， 上海
杜莎特别为其打造了中国内地

首尊会“心跳”的蜡像。
对于这尊还原度极高的蜡

像，朱一龙本人也是非常满意，
还当场与“另一个自己”深情对
视，成功激活蜡像的心跳装置。
朱一龙说：“我也是第一次这么
近距离地看到 ‘自己 ’，这种感
觉特别奇妙。 我觉得蜡像的每
个细节都做得非常逼真， 我很
满意。 当时量身的时候用了超
过 8 个小时， 杜莎的团队对每
个细节都精益求精， 非常感谢
大家。”对蜡像颇为满意的朱一
龙现场还调皮地为自己的蜡像

取了小名“朱二龙”。据悉，这尊

“心跳”蜡像后续也将会在全国
各地的杜莎夫人蜡像馆进行巡

展，为粉丝们创造更多的机会，
与朱一龙来一次近距离的 “心
跳约会”。

面对一路支持他的粉丝们，
朱一龙也在现场表达了自己的

感谢与感动， 他说：“感谢大家
对我的认可与肯定。在我看来，
不管是做人还是做演员， 都应
该不忘初心， 坚守自己内心的
那份真诚， 这样走多远都不会
忘记为什么出发！”朱一龙坚守
初心，用心雕琢每一个角色，而
这份匠心精神也与杜莎百年品

牌文化不谋而合。 对于朱一龙
的这份初心， 默林娱乐集团中
国区总经理张琪女士也表示 ：
“作为当下最受欢迎的男演员
之一， 朱一龙先生用他的演技
征服了无数观众， 邀请他入驻
上海杜莎也是希望他 ‘不忘初
心’ 的精神能够感染更多年轻
的粉丝，在即将到来的 2020 年，
大家都能和我们一起， 不忘初
心、从心出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仪式当
天也正是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

所在地的新世界城焕新试营业

的首日。 选在这样特别的时刻
迎接朱一龙蜡像的入驻， 张琪
女士透露了上海杜莎的考量 ，
她说 ：“随着新世界城的翻新 ，
上海杜莎的场馆面貌也将焕然

一新。而这次朱一龙先生的‘心
跳’ 蜡像也是上海杜莎一个崭
新的开始， 为我们揭示即将到
来的 2020年上海杜莎万‘象’更
新的焕新升级”。

从好莱坞大片 《星球大
战： 天行者崛起 》， 到国产影
片 《叶问 4： 完结篇》 《只有
芸知道》， 上周电影市场迎来
一波新片上映潮， 看看哪一部
最合你胃口？

《星球大战： 天行者崛起》
42 年星战迎来终章

在星战迷们翘首以盼中 ，
《星球大战：天行者崛起》（下称
《星战 9》） 终于来了。 该片是
2017 年上映的 《星球大战：最
后的绝地武士》续集，也是 “星
球大战后传三部曲” 的最后一
部作品， 同时也是 “天行者传
奇”的第九部作品和最终章。

影片 《星战 9》 讲述了在
卢克·天行者化为绝地英灵的
一年后， 残存的抵抗势力完成
集结， 再次面对第一秩序。 同
时， 绝地和西斯之间的大战将
天行者的传奇带到最后。

据了解， 《星战 9》 将是
“卢克·天行者” 马克·哈米尔
最后一次出演星战电影， 而已
去世的凯丽·费雪所饰演的莱
娅公主也会通过对此前拍摄的

未曝光画面进行加工， 出现在
该片中。 此外， 官方也确认了
长达 42 年的天行者传奇系列
将于 《星战 9》 终结。

《叶问 4： 完结篇》
甄子丹遭遇真正强敌

不知不觉， 《叶问》 已走
过了十个年头， 迎来了该系列
的最终篇。 十年前， 叶问一声
霸气的 “我要打十个”， 让一
代宗师的形象扎根于观众心

里， 十年后， 甄子丹饰演的叶
问又将继续展开他的传奇故

事。 这一次， 他将走出国门 ，
前往美国旧金山。

故事讲述了因故来到美国

唐人街的叶问， 意外卷入一场当
地军方势力与华人武馆的纠纷，
面对日益猖狂的民族歧视与压

迫， 叶问挺身而出， 在美国海军
陆战队军营拼死一战， 以正宗咏
春， 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功夫。

在最新预告片中， 甄子丹

饰演的叶问再展神威， 一招制
敌， 一秒 10 拳等经典镜头让
人大呼过瘾 。 而观众最期待
的， 还是李小龙的强势崛起，
在预告片中， 我们看到了陈国
坤饰演的李小龙再现当年表演

寸拳的经典影像， 让不少观众
热血沸腾。

《只有芸知道》
观影记得备足纸巾

由冯小刚执导， 张翎编剧
的贺岁暖心之作 《只有芸知
道》 于 12 月 20 日全国上映 。
这部电影是继冯小刚断档 2019
贺岁片之后的又一部夫妻档力

作， 男女主分别为黄轩和杨采
钰 ， 再加上老戏骨徐帆的加
入， 让这部影片备受期待。

影片改编自冯小刚挚友的

真实爱情经历， 讲述了隋东风
和罗芸之间相濡以沫的动人爱

情故事。 半路被留下的隋东风
对罗芸充满了执念， 在罗芸去
世之后， 他把她的骨灰一共分
成了四份。

一份留给父母， 让她能皈
依父母身边， 带给他们一丝心
灵上的安慰；一份撒向大海，因
为罗芸生前最大的遗憾是没能

跟随东风一起去看鲸鱼； 一份
埋在爱犬墓旁， 让两个孤独的
灵魂能够相互陪伴；最后一份，
被他永远留在自己的身边 ，陪
伴他这个半路留下来的苦人。

在真正的爱情世界里， 曾
经的相濡以沫都会成为生离死

别时 “剐肉的钢刀 ”， 那种痛
真的是不经历难以体会。 海报
中那句 ： “半路留下的那个
人， 苦……” 不仅是催人泪下
的金句， 更是引发观众痛彻心
扉的思考。

�■劳动报记者 柴一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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