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在珠开幕

中芭走进UIC翩翩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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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综艺

一流的演出，需要培养一流的观众

新华社上海 11 月 12 日
电“校园行”历来是上海国际
艺术节的“重头戏”。今年，

“校园行”的队伍里又多了一
个组织——“学生观剧团”。
跟着导师进剧场、从青年视角
探讨艺术作品、评选心中最佳
剧目……走近“学生观剧团”，
校园的朝气、艺术教育的魅力
扑面而来。

“十分过瘾”——观看
顶尖舞团表演的兴奋

“这是我看的第三场舞蹈
了。”11月10日晚，上海国际
艺术节参演剧目之一、英伦嘻
哈舞剧《雾都孤儿》在上海国
际舞蹈中心大剧场上演。

坐在观众席中，学生观剧
团舞蹈组成员、东华大学金融
专业大三的张滟鑫难掩期待
和兴奋。作为东华大学舞蹈
社团成员的她，能够观看顶尖
舞团的专业表演，感到十分

“过瘾”。
招募“学生观剧团”是今

年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首创。

与以往“把演出送进校园、把
学生请进剧院”活动不同，学
生观剧团更注重提升学生的
艺术评鉴能力，希望学生也能
成为文艺评论的积极参与
者。因此，学生观剧团还配备
了导师，熊源伟、王勇、喻荣军
等各领域“大咖”带领学生们
一起探讨作品背后的内涵和
意义。

据介绍，学生观剧团共收
到600余份报名表，覆盖上海
市38所大学、16所中学。最
终名单确定了260名同学，其
中中学生41人。观剧团按照
艺术门类又分成舞蹈、戏曲·
戏剧、音乐三组。

“感慨万千”——艺术
带来的震撼

“一部戏的思辨作用于每
个观众身上是不一样的，这就
是为什么一千个人眼中有一
千个哈姆雷特。”戏剧戏曲类
导师熊源伟这样告诉观剧团
的成员们。

兴奋过后，学生观剧团成

员们要从沉浸于舞台上的表
演，进入欣赏、品鉴学习阶
段。从民族到世界，从戏曲到
现代剧……每一次走进剧场，
都是一次艺术教育的“现场
课”。

“《启航》承担了打开历史
之门的任务，音符把我们带到
了过去、那个容易被当代年轻
人遗忘的年代。”学生观剧团
成员、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研究
生任晖宇在剧评中写道。

壮怀激烈的音乐讲述着
波澜壮阔的历史、艺术家们的
咏唱满含深情……年轻的学
子们为演出而陶醉、为祖国而
自豪。

展现中国武术魅力的现
代舞《舞术》、浙江昆剧团“五
代同堂”的《十五贯》、南非索
韦托福音合唱团音乐会、话
剧《关于无的演讲》……有对
中国文化的感悟，也有对西
方艺术的接触，学生观剧团
在演出清单上的 24 部剧目
中，开启艺术“新世界的大
门”，享受心灵的洗涤、精神
的丰富。

“评选最佳”——不会
落幕的“俱乐部”

艺术节日程过半，观剧也
渐入佳境。根据各个剧目的
视觉设计、听觉享受、情感触
动、思想内涵等方面的表现，
学生观剧团将在导师的指导
下对各剧目进行评分，根据评
分结果，产生学生眼中的“最
佳”。11月底举行的颁奖典礼
上将对此进行揭晓。

与此同时，学生观剧团还
构成了一个跨学校、跨年龄段
的艺术爱好者“俱乐部”，让对
艺术有兴趣、有梦想的年轻学
生找到了能够互相交流、共同
进步的开放社区。

艺术节有“闭幕”，艺术体
验却不会结束。据悉，被评为

“学生观剧团优秀成员”的学
生，将开启海外艺术节志愿者
交换之旅，在更大的平台中继
续体验艺术的魅力、汲取艺术
的养分，让直达内心的艺术语
言成为成长路上“润物无声”
的推动力量。

学生观剧团成员聆听导师授课。 学生观剧团面向大学、中学招募成员，受到广泛关注。

本报讯 记者殷贝 见习记者苑
世敏报道：12日晚，“2017年珠海
市民艺术节广场舞大赛总决赛”在
香洲柠溪文化广场举行。最终，拱
北文化站舞蹈队《青春炫舞》、南屏
镇春之韵艺术团《丝绸之路》、香湾
街道快乐舞蹈队《跳起来吧，恰！
恰！恰！》斩获一等奖。

比赛开始前，《跳起来吧，恰！
恰！恰！》等队伍都在比赛现场旁
边的空地上冒雨排练。“我们带来
的是拉丁广场舞，希望能给观众带
来好的视觉体验！”《跳起来吧，
恰！恰！恰！》负责人薛老师对记
者说，广场舞以参与人数较多、动
作整齐划一为特点，广受民众欢
迎，广场舞走上舞台，在扩大影响
力的同时，也让这一全民健身模式
得到规范。

比赛中，多支参赛队伍展现了
优秀的原创实力，在广场舞形式的

基础上加入其它舞蹈元素，或抒发
爱国爱党精神，或表现儿女情思，或
独具民族风情，令人耳目一新。

经过激烈角逐，拱北文化站舞
蹈队《青春炫舞》、南屏镇春之韵艺
术团《丝绸之路》、香湾街道快乐舞
蹈队《跳起来吧，恰！恰！恰！》获
一等奖。康宁社区艺术团柠溪文
化广场队《再唱山歌给党听》、珠海
高新区唐家湾聚和艺术团《我的祖
国》、三灶老年大学金孔雀水兵舞
团《好兄弟姐妹》、斗门艺姿韵舞蹈
队《茶山情歌》、湾仔街道晚晴艺术
团《哈达》、斗门福溢耆英文化艺术
中心《卓玛》、琴韵艺术团《梦想飞
翔》获二等奖，《阿西里西》等获得
三等奖，其中获得比赛成绩前 10
名的队伍同时荣获优秀市民舞蹈
队奖项。

据悉，作为2017年珠海市市民
艺术节舞蹈大赛专场比赛之一，该
比赛由中共珠海市委宣传部、珠海
市文体旅游局主办，香洲区文体旅
游局、香洲区文化馆（中心）承办，珠
海广场舞协会协办，旨在为群众展
示健康文明风采提供舞台，推动全
民健身，做好公共文化服务。

大家一起跳起来
珠海市民艺术节广场舞大赛落幕

广场舞比赛中。
本报记者
雁行 摄

本报讯 记者古春婷报道：12
日晚，由教育部、文化部、财政部
主办，广东省教育厅协办的“2017
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在北京
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
际学院会同新校园（以下简称
UIC）拉开帷幕，来自中央芭蕾舞
团（以下简称中芭）的艺术家为大
学生们普及芭蕾知识，并呈现了
《堂·吉诃德》《胡桃夹子》《红色娘
子军》等中外经典芭蕾作品。

中央芭蕾舞团成立于1959
年12月。只用了短短50多年的
时间，中国芭蕾就走完了许多国
家几百年的历程，中芭目前的保
留剧目达到200多部。从2006
年开始，中芭连续11年通过“高
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将芭蕾这
一高雅艺术形式用普及的方式送
进大学生观众中。

中芭团长冯英在UIC的演
出现场表示，希望能用艺术和舞
姿把唯美的感受带入大家心中，
希望中芭的年轻人和大学校园里
的同龄人在艺术和情感上碰撞出

更多火花，共同感受高雅艺术带
给大家的快乐和优雅。

都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
道。芭蕾舞蹈美，但如何正确欣
赏呢？这场芭蕾艺术的普及演
出，首先从芭蕾知识讲解和芭蕾
舞演员课堂练习展示开始。国家
一级演员、芭蕾舞艺术家刘琪带
领大学生们逐一看懂芭蕾舞的门
道。芭蕾的旋转是非常重要的技
巧，数量和质量的高低是评判芭
蕾舞者技术水平的核心标准。观
赏的时候，演员旋转中心轴是否
垂直？落地是否稳当？整个动作
是否流畅、优雅？这些都是观赏
芭蕾的小窍门。

演出历时两个半小时，中芭
舞者为师生们呈现了一场古典与
现代结合、东方与西方结合的芭
蕾视觉盛宴。其中《堂·吉诃德双
人舞》《红色娘子军》等优秀作品
掀起了演出的高潮，多次掌声雷
动。现代芭蕾舞《天黑请闭眼》根
据时下流行的游戏改编，也受到
学生们的喜爱。

中央芭蕾
舞团在 UIC 演
出《堂·吉诃德
双人舞》。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本报讯 记者殷贝 见习记者
苑世敏报道：12日晚，珠海市本
土原创红派粤剧《疍家女》最新
改编版在珠海大剧院公演。该
剧作为珠海粤剧团重点打造的
剧目，由包括国家一级导演梅
晓、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琼霞
等在内的艺术家参与制作、演
绎，并入选文化部“戏曲剧本孵
化计划扶持项目”“广东省扶持
文艺精品项目”。今年年初，《疍
家女》曾在珠海大会堂进行首
演，此后经过专家多次打磨细
节，再度呈现在观众眼前。据
悉，该场演出也是该剧目代表珠
海参加第十三届广东省艺术节
的预热。

记者了解到，最新版《疍家
女》在演出时间、人物台词、舞台
效果等方面都有所调整，是在原
有基础上的升华。演出时间从之
前的2小时45分钟浓缩为2小时

20分钟，剧情更为紧凑。在舞台
道具上，结合传统疍家贫困民众
的生活特点，新添加了更贴合场
景的两艘渔船，给观众更真实的
视觉感受。此外，还特邀广东粤
剧院二团当家文武生彭庆华前来
助阵。

“最新版本的《疍家女》在不
改变主旨的前提下，浓缩粤剧精
粹，演绎水乡传说。”珠海粤剧团
团长琼霞表示，剧中出现的“水上
婚嫁”、咸水歌等都是珠海水上人
家的生活习俗，希望能通过广东
传统艺术粤剧弘扬本土文化。

当晚的演出获得不少观众点
赞。家在广州的杨小姐和家人都
是粤剧迷，这次特意来珠海观看
演出，她开心地告诉记者，“小时
候会跟爷爷去看粤剧，但走进这
种大剧院看粤剧还是第一次。感
觉跟小时候看到的有些不一样，
很特别，整体效果很好。”

我市本土原创红派粤剧

《疍家女》最新改编版公演

最新改编
版 粤 剧《疍 家
女》剧照。
本报记者

雁行 摄

电影《风再起时》开镜

梁朝伟郭富城重磅联手
由翁子光执导的传奇电影

《风再起时》近日正式开镜。开镜
仪式上，郭富城、梁朝伟、谭耀文、
周文健“四大探长”全员到场。

此前，翁子光执导的《踏血寻
梅》在香港电影金像奖、台湾电影
金马奖等多个电影节上斩获近
40项提名和奖项，也获得影迷好
评与追捧，翁子光更被誉为“香港
影坛新希望”。此次，从《风再起
时》已公布的台前幕后来看，主创
班底可谓黄金阵容。

开镜当日，梁朝伟身着白色
礼服魅力依旧，郭富城则是探长
造型气场十足，杜鹃一套碎花晚

礼服高贵迷人。其他演员的造型
也都与影片所讲述的时代相映生
辉，全体主创阵容合影时，呈现出
一股复古时尚感。

郭富城与翁子光导演初次
合作《踏血寻梅》，便一举拿下第
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
角奖，此番再度合作电影《风再
起时》，将精湛呈现香港两大华
人探长的传奇人生以及昔日香
港处于殖民地末期的动荡起
伏。此外，许冠文也倾情加盟，
饰演廉政公署专员，将与两大探
长同场飙戏。

（新华网）

上海国际艺术节
首设“学生观剧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