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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19：30，由周杰伦作词作曲
的音乐剧《不能说的秘密》在青岛大剧院正
式上演。当天中午记者来到青岛大剧院探访
音乐剧《不能说的秘密》后台，男主角曹杨接
受记者的采访，揭秘剧中的“穿越”和“斗琴”
等经典浪漫桥段演绎的幕后。在音乐剧中，
曹杨将以同款“小眼睛”神还原周杰伦版本
的叶湘伦，2011年的《快乐女生》亚军洪辰
则接棒电影版桂纶镁，变身“路小雨”。

场景唯美演员全真唱

11日中午12时，记者来到青岛大剧院
后台，音乐剧《不能说的秘密》巡演经理赵
沐琳向记者介绍，目前演职人员正在做首
场的技术联排，“演员们在做相关准备，因
为场景比较多，服装也有很多变化，换装
也比较快。演员们在和换装老师沟通在什
么节点换衣服。”此外最接近舞台的地方
还有一个黑色布帘围起来的“换装间”，
“这个换装间是给需要很快换衣服的演员
准备的，下场之后马上就换好。”
现场有很多工作人员在进行试推场

景轨道，赵沐琳介绍，“斗琴”在音乐剧中
也会还原，并且是剧中的一大亮点。记者
在现场看到，电影版最经典的桥段“斗琴”
的场景还原，欧式装修的琴房、书架、一架
钢琴，非常唯美浪漫。电影中有很多蒙太
奇的手法来变化进行时空“穿越”，而在音
乐剧的表演现场，场景的迅速变化非常重

要。“‘琴房’转过去，就变成了其他的场
景，比如模仿城市的夜景，此外还有屋顶、
小雨的家等各种场景。”
在舞台的另一边则是监视器和音响设

备，音乐剧版在还原电影剧情的基础上集结
了周杰伦二十多首经典歌曲，赵沐琳介绍，
“因为演员带的‘头麦’，现场观众可能看不
太清楚，就会怀疑是不是真唱，我可以负
责任地说，每一首都是演员真唱。”

成为男主因“小眼睛”

在音乐剧版饰演叶湘伦的曹杨接受
记者采访时笑称，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自
己有着和周杰伦“同款小眼睛”。1991年出
生的曹杨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早在2015年
音乐剧《不能说的秘密》筹备时，他就和剧组
有过接触，”这个角色很多人竞争，很幸运我
走到了最后。“在揣摩角色时，曹杨认为自己
私下里和周杰伦性格也有相似的地方，“比
较慢热，比如跟不熟的人不太说话，但跟玩
得好的朋友在一起还蛮调皮的。”
大家都知道，周杰伦是钢琴高手，电影

版也有经典的“四手联弹”的钢琴炫技，曹杨
透露，在音乐剧版本中对于弹琴方面的呈现
对自己是一大挑战，“电影有特写镜头，和特
效场面的来回切换来表现；舞台剧有独有的
呈现方式，每一个动作都是最直观的。”至于
手指在钢琴上划动的指法，曹杨透露，在演
出之前他进行过近两个月的训练，“排练时
回到酒店、家里，都在努力练琴。”此次在剧
中饰演女主角的洪辰并不是第一任“路小
雨”，她是2011年的《快乐女生》的亚军。

“我陪爸妈看电影”
文化惠民活动启动

□半岛记者 黄靖斐

为庆祝青岛成功申创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电影之都”一周年，
并进一步丰富青岛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青岛市文广新局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青
岛市民文化艺术节“光影青岛”暨第二届
“我陪爸妈看电影”文化惠民活动。
据悉，移动电影院作为本次文化

惠民活动的线上展映平台，将于2019
年1月10日至2月28日期间，为青岛全
体市民带去优质、丰富的电影文化大
餐，市民朋友们足不出户就能方便快
捷地使用手机观赏热门影片。届时，包
括《旗》、《非同小可》、《乌兰巴托不眠
夜》、《福山家》在内的一大批电影作品
将与青岛的影迷朋友们见面。
电影《旗》将镜头对准乡村教师和

自闭学生，聚焦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
问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以其独特的
人文气质和深刻的人文关怀，影片荣获
“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非同小可》由
孙海英、吕丽萍主演，是一部真实讲述外
省人在大都市创业打拼历程的现实主义
题材力作，影片直面背井离乡人群都市
生存现状，描绘了一个城市的成长、一个
时代的变迁，极具现实意义和关怀意识。
据悉，即日起至2月28日，青岛市民可
在线上线下“我陪爸妈看电影”文化惠民
活动专区，扫码下载移动电影院APP领取
“观影券”，使用手机号码成功注册登录

后，即可使用观
影券观看热门
在映大片。此
外，把活动分享
给亲朋好友，他
人成功领取后
分享者还能额
外获赠一张影
票。

音乐剧《不能说的秘密》青岛大剧院上演，记者探访后台揭秘

《进击的智人》
作者：河森堡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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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野兽曾经咀嚼过人类祖先
的血肉呢？斑鬣狗就是“嫌疑犯”之
一。
我有一个自己很敬佩的哥哥，名

叫杨毅，他在动物园当了20年的饲
养员，亲手饲养、护理过很多动物，是
动物知识方面的专家。有一次，他给
我讲了北京动物园里斑鬣狗闯祸的
故事。
很多年前，北京动物园第一次从

非洲引进斑鬣狗，饲养员们没有什么
经验，就打算把斑鬣狗先
放进兽笼里观察一段时
间，结果第一天就出事
了。那天杨毅哥上班时突
然接到同事的电话：“你
快到斑鬣狗笼舍来看看，
出事了，兽笼里发大水
了。”杨毅哥当时感觉很
奇怪，兽笼附近并没有池
塘或喷泉，怎么会发大水
呢？到斑鬣狗的笼子旁边
一看，果然，地上的水都
快漫到脚面了。饲养员们
赶紧把斑鬣狗引到笼外去，然后进去
检查，发现漫水的原因是兽笼里的暖
气管崩了，里面的水全呲出来了，而
铁铸的暖气管子在拐弯的地方被斑
鬣狗用牙嗑开了一个大裂口。
有学者表示，斑鬣狗是自然界中

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研究数据表
明，有极个别斑鬣狗竟然在仪器上咬
出过4500牛的力量，这几乎相当于
460千克。作为一个常年健身的人，
我在健身房做杠铃深蹲的时候也从
来没到过460千克的重量，除了专业
运动员，这个重量几乎没有人敢去挑
战。这意味着人类全身的力量加起来
可能还没有斑鬣狗的咬合力大。杨毅

哥说，北京动物园的斑鬣狗“咔嚓咔
嚓”地咀嚼整块牛骨的样子，就和我
们嚼威化饼干差不多，吃饱饭以后，
它们有时还会发出“嘿嘿嘿”的“笑
声”，让人听了毛骨悚然。
作为非洲大陆的“老炮儿”，斑鬣

狗200多万年前就已经在东非草原
上游荡了，虽然它们对一些腐烂的动
物尸骨毫不避讳，但这并不意味着它
们不善狩猎，事实上，斑鬣狗是非常
优秀的猎手。它们的奔跑速度可以达

到每小时60千米，今天市
面上大多数电瓶车都到
不了这个速度，短跑冠军
博尔特在2009年创造的
百米世界纪录是9 . 58秒，
相当于每小时37 . 6千米，
比斑鬣狗差得很远。人类
的移动速度是由双脚的
步幅和换步频率决定的。
博尔特身高1 . 96米，在百
米比赛中每一步可以迈
出去2 . 3~2 . 5米的距离。
可以肯定的是，200多万

年前，我们的古猿祖先远远没有达到
1 . 96米这个身高，各类化石显示，当
时它们的身高通常在1~1 . 5米之间，
较矮的身高意味着较短的下肢和较
小的步幅，再考虑到200多万年前两
足直立行走的古猿身体协调性远不
如现代人，所以他们不会有超快的换
步频率。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某
只古猿在野外突然遭遇斑鬣狗时可
以通过奔跑逃命，即便有个别情况下
侥幸成功了，逃跑也一定不是最优选
择。

明日关注：那么搏斗呢？和斑鬣
狗硬拼呢？事实上，斑鬣狗往往是集
体行动的。

《棋语》
作者：储福金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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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数完子，田宝丰才开口，先

是宣布胜负，接着把棋盘撸空，又从头
一步步把棋摆起来，摆几子就会评点
几句，说这步“立”如何，说这步“飞”如
何，说这步“跳”如何，说这步“团”又是
如何。他满口棋语，说“中间一子三十
目”，说“宁失三子不失一先”。随着说
话，手下的棋子摆来布去。
不管是输棋者、赢棋者还是观棋

者，都信服地看着他的手，听着他的
话。确实感觉到他棋入高层，对棋有不
一般的悟透。妙手败着摆
在那里，别人看不出来的
地方，他都说得那么清楚。
棋高一着缚手缚脚。大家
习惯了听他讲棋。
这天，北巷小王进田

宝丰家门的时候，田宝丰
说：“我正要出门，到中华
门去拿一本书。”这本书随
着运动结束，刚刚开禁。北
巷小王就陪他一起去拿
书。他们坐上公共汽车，从
城北开到城南，换了两班
车，北巷小王都抢着买了车票。这时的
车票只有五分、一角的，不过这时的钱
也值钱。
从城南拿到了书回头，田宝丰就

坐在旧城门的石台阶上，把书翻了一
翻。北巷小王说：“还不知道你这么喜
欢看书，我可以给你借到更好看的
书，还没开禁的。”田宝丰说：“看书就
是这样，看多了也累。”田宝丰移开点
身子，北巷小王也就在他的身边坐下
来。
前面是车来车往，后面有树荫一

片。田宝丰有了说话的兴致，他说：“人
在很多时候都在算进算出。人都算着
一点小事，为了一个小目的。书上说，

算来算去，算到个空，眼睛一闭全没
了。可人就是要算着挣一分钱，得一分
利，求一点脸面。算来算去，也就那一
点点。”北巷小王说：“就是，人就是喜
欢算。不过我也服会算的，就像下棋，
有人就是会算，一下子算下去十几
步。”
田宝丰摇着头：“要说到下棋，我

从小就下棋。下棋靠算路，算来算去，
为的赚几目棋。其实就算胜了，棋子一
撸，棋盘空了，又能赚到什么？偏偏那

么多人喜欢下。我便在上
面费了那么多时间，想想
实在不值。有时想想就不
想再下棋了，下棋到底有
什么意思？”
北巷小王说：“你不想

下，可人家想下。人家根本
不会去想下棋有什么意
思。人家下来下去，算来算
去，也就想下到你这个棋
力，可想也想不到。”
田宝丰说：“下到我这

个地步？我可是童子功，从
小下棋，下了多少盘棋了？算下来容易
吗？要不是我，这片地带有多少人想在
棋上称王，又有多少人想在棋上称霸？
也算我在棋上有天分，下棋也要有天
分的。”
他们说话间，有多少公共汽车开

过去了。这时，又有一辆车开到面前
来，田宝丰起身就往车门去。北巷小王
也跟着上车，车门几乎压着了他的脚
后跟。田宝丰抢到一个座位坐下了。北
巷小王拉着扶杆过来时，田宝丰说：
“人有时候不能算的，只能应机行事。”

明日关注：这时，下起雨来了。田
宝丰说：“像是我算到要下雨了，其实
不是算，靠的是一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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