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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泰山归来：险战丛林》的制片方表示，由于本片票房不佳，原定的续

集项目将无限期推迟。观众们短期内将无缘目睹丛林之王人猿泰山的风采。

说到影史上的经典IP，影迷们会想到很多，但很少有像泰山一样，有着近

百年的历史。

泰山这个形象最早出现在 1918 年的黑白无声电影《人猿泰山》中，之后

就一直是电影中的热门银幕形象。这期间，电影飞速发展，从无声到有声、从

黑白到彩色，从真人到动画，从2D到3D⋯⋯不论演员如何更迭，故事如何发

展，口碑与票房如何变化，泰山这个超级IP一直屹立不倒。

横跨数个时期，形式百变多样

人猿泰山：百年超级大IP
刘灵渊刘灵渊 从无声到有声，电影迎来井喷

韦斯默勒接连出演12部

与许多银幕形象一样，泰山的人设与故

事，也来源于小说。1912 年，埃德加·赖斯·
巴勒斯在他的小说《人猿泰山》中，塑造了一

个在丛林中出没，与野兽一同生活的勇猛泰

山形象。

世界上第一部泰山电影诞生于无声电影

时代。1918 年，情节忠实于原著的《人猿泰

山》上映，影片讲述了泰山从毛头小子成长为

丛林之王的故事。首个泰山由埃尔默·林肯

饰演，他接下来还出演了 2 部续集：《泰山的

浪漫》（1918 年）和《泰山的冒险》（1921 年），

完成了他个人的“泰山三部曲”。

泰山的故事让好莱坞如获至宝，之后几

年里，片商陆续开发这个 IP。从 1920 年到

1929 年，一共有 5 部泰山电影上映，分别有

不同的演员饰演。

默片时期的 8 部泰山电影，虽然给好莱

坞带来了一股清风，但并没有引起什么全国

性的轰动。真正让泰山成为家喻户晓的银幕

形象，一直要等到1932年。

此时，好莱坞已经进入有声电影时代。

1932年新版《人猿泰山》上映，它不仅取得了

现象级的254万美元票房，还让主演约翰尼·
韦斯默勒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

之后的 16 年间，韦斯默勒接连出演了

12部泰山电影。

《人猿泰山》系列电影的成功，另一大因

素是片中的女主角莫琳·奥沙利文，她美丽善

良，衣着清凉性感，与泰山有多场感情戏。但

这个女性形象的设置，在当时的好莱坞也是

备受压力。

1930年好莱坞颁布了《海斯法典》，它对

电影有着严格的规定，诸如不准出现衣着暴

露的镜头，不准出现男女演员激情接吻的镜

头等等，《人猿泰山》系列电影显然时刻在挑

战着《海斯法典》的底线。

题材更迭，真人动画齐上阵
《泰山王子》获奥斯卡提名

作为最成功的泰山饰演者，约翰尼·韦斯

默勒在拍完《泰山和美人鱼》（1948 年）后，决

定与这个角色告别。

韦斯默勒离开后，制片方在全美寻找泰

山接班人，面试了超过200名演员。

最终身材高挑、样貌俊美的莱克斯·巴克

从竞争者当中脱颖而出，他总共演了 5 部泰

山电影。在拍完《泰山与女奴》（1950 年）后，

泰山之父、原作者巴勒斯去世，成为当时一大

新闻。

莱克斯·巴克之后，泰山的主演又陆续更

迭，有健美运动员出身的高登·斯科特，他主

演的《泰山和迷失的游猎者》（1957 年）是首

部彩色泰山电影；也有特技演员出身的约克·
马哈尼，由于要赴非洲森林实景拍摄，他多次

染上痢疾、登革热和肺炎，成为最悲催的泰

山。

在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后，先后有 2 部泰

山电影上映。尽管两者票房都不错，但在口

碑上却有着天壤之别。

1981 年，米高梅公司出品的《人猿泰

山》口碑奇差，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烂的

泰山电影”；1984 年的《泰山王子》为影片增

加了深度，它描述的是泰山适应文明社会的

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他最终不得不返回丛

林。本片获得了 3 项奥斯卡提名，挽回了口

碑。

泰山除了真人电影外，还有以动画的形

式呈现。

1999年，迪士尼以其强大的动画片制作

实力，出品了动画版的《人猿泰山》，成为迪士

尼经典。

其实，泰山主题的电影还有很多，据电影

网站 IMDB 统计，1918 年到 2014 年间，片名

中有“泰山”一词的作品就多达 200 部，泰山

成为不折不扣的长寿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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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胜利剧院
【小伢儿金舞台】演出系列“童话力
量”儿童剧演出季
经典大型励志儿童舞台剧《丑小鸭》
时间：1 月 14 日 10：00 15:00
1 月 15 日 10：00
演出剧团：北京丑小鸭卡通艺术团
抢座热线：13738076733
2017省属院团新年演出季——
浙江越剧团古装越剧《碧玉簪》
2 月 1 日 晚 7:15
浙江京剧团京剧程派名剧《锁麟
囊》2 月 2 日 晚 7:15
浙江京剧团大型贺岁京剧《大破
玄虚洞》2 月 3 日 晚 7:15
浙江昆剧团昆剧《狮吼记》2 月 6
日 晚 7:15
浙江昆剧团《昆剧经典折子戏专
场》2 月 7 日 晚 7:15
浙江曲艺杂技有限公司《综合文

艺晚会》2 月 10 日 晚 7:15
票价：120 100 80 50 30
热线：87080142
票务预定：快票网

杭州剧院
演出剧目：优越中国 2017 中国
越剧精英演唱会——名家助阵，
精英荟萃！
演出时间：2017年1月11日晚19:30
演出票价：580、480、380、280、
180 元
演出人员：茅威涛、吴凤花、单仰萍、
郑国凤、董柯娣、王滨梅、华渭强、李
敏、谢进联、谢群英、陈雪萍、陈飞、
方亚芬、吴素英、赵志刚、陈湜、徐
铭、黄燕舞、陈辉玲、蔡浙飞、章益
清、魏春芳、熊琦、范晓萍、殷瑞芬
演出剧目：浙江青少年交响乐团
2017 新春音乐会
演出时间：2017年2月11日晚19:30
演出票价：30、50、80 元
演出团体：浙江青少年交响乐团
演出剧目：大型魔幻儿童剧《果
果的绿野仙踪》
演出时间：2017 年 2 月 25 日 15:
00、19:30
演出票价：150、100、50 元
演出团体：浙江话剧团
演出剧目：格林童话儿童剧《布
莱梅的音乐家》

演出时间：2017 年 3 月 4 日晚
19:30；3 月 5 日上午 10:30
演出票价：280、180、120、80 元
演出团体：北京丑小鸭剧团
演出剧目：浙江交响乐团管乐五
重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2017年3月10日晚19:30
演出票价：300、200、100、50 元
演出团体：浙江交响乐团管乐团
演出剧目：澳大利亚钢琴家黄彭
独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2017年3月19日晚19:30
演出票价：300、200、100、50 元
演出人员：黄彭
演出剧目：意大利亲子滑稽默剧

《受惊吓的面包师》
演出时间：2017年3月24日晚19:30
演出票价：100、50 元
演出人员：安德里亚、弗兰西斯科
演出剧目：音乐会《宋珊瑚扬琴
独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2017年3月25日晚19:30
演出票价：300、200、100、50 元
演出人员：宋珊瑚
演出剧目：音乐会《德国 ARCIS
萨克斯四重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2017年4月8日晚19:30
演出票价：300、200、100、50 元
演 出 人 员 ：Claus Hierluksch、
Ricarda Fuss Claudia Jope 、
JureKnez

杭州宋城旅游区
杭州宋城

杭州宋城是中国大陆人气超旺的主题
公园（由国际主题公园及景点行业权
威组织TEA评选），年游客逾700万
人次。
秉承“建筑为形，文化为魂”的经营理
念，园区内六大主题街区华丽升级；大
宋博文化体验馆、柳永风月阁等热闹
非凡；活着的清明上河图等高科技体
验项目惊喜不断；家族寻找父辈的记
忆；更有一年四季活动不断。

《宋城千古情》是杭州宋城的灵魂，金戈
铁马，霓裳羽衣。给我一天，还你千年！

《宋城千古情》演出时间: 14:00
19:00(具体场次以景区公告为准）

杭州宋城千古情主题酒店
（西湖店）

宋城经典双人套餐：宋城千古情主题
酒店高级标间（含双早）+宋城千古情
演出票贵宾席两张，698元起。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之江路148号
宋城咨询电话：0571-87313101
宋城网络订票：www.51dmq.com
酒店咨询热线：0571-56663999

240 元畅玩烂苹果乐园、
泡云曼温泉

优惠联票：240元就能畅玩烂苹果乐

园、泡云曼温泉，体验印第安狂欢！
原价358元/人，现在仅需240元/人！
1月21日至3月8日，烂苹果乐园重
磅推出2017年新春主题活动——印
第安火鸡节，诚邀广大亲子家庭欢度
新春！数十只印第安火鸡、近百只小
萌鸡空降烂苹果乐园！印第安狂欢大
巡游、土著拍胸舞等二十大亲子演
出精彩纷呈，更有近百项高科技游
乐一票畅玩！
1048 元全家住杭州五星级酒

店、泡温泉、玩乐园
超值套餐：全家住杭州第一世界大酒
店，泡宋城云曼温泉，玩宋城烂苹果乐
园，原价2486元，现在仅需1048元。
即日起至2017年3月8日，第一世界
大酒店重磅推出2017年新春主题活
动——印第安火鸡节，专为亲子家庭
打造印第安主题客房，更有萌萌哒火
鸡玩偶、系列暖心住店用品，让大朋友
小朋友们温馨住店。同时，云曼温泉
拥有四大区域 33 个主题泡池，让您

“足不出户”尽享热带雨林温泉浴，更
有精彩演艺等你来。
地址：杭州萧山风情大道2555号（地
铁一号线直达）
快乐专线：0571-82880333 酒店
预订热线：0571-83866666
具体活动信息和演出时间详见乐
园/酒店现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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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8531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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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信息如有变动，请以各
影院、剧院当天现场公告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