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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通讯员
杨小江报道：11月19日，“金桂
花之夜”第五届中国国际微电影
展颁奖盛典在杭州径山微电影小
镇举行。珠海交警拍摄的微电影
《月满情侣路》从全球两千多部微
电影中成功入围，并荣获“金桂花
奖”十佳公益微电影。

《月满情侣路》讲述了中秋之
夜，交警在执勤时的思乡之情。
万家灯火，当人们举杯言欢庆团
圆之际，城市的交通警察仍然守
护在路上，从早到晚，从日渐出到
月高悬……有这么一个交通警
察，在中秋节忙碌了一天，夜色阑
珊，看着一张张欢欣的笑脸随着
车流慢慢远去，他却毫无倦意，独

自走在情侣路，听着海涛拍岸的
声音，遥望明月千里，不由想起了
十年来中秋夜在情侣路的坚守，
想起了远方的父母、在家等候的
妻子、退休的老队长和情同兄弟
的队友……

影片全部用自然光拍摄，人
物独白质朴感人，音色沉厚，光与
影、声与画、动与静完美结合，如
流水般自然流畅，是一部制作精
美的诗电影。据悉，这是珠海交
警第二次捧得“金桂花奖”。2016
年11月19日，珠海交警拍摄的微
电影《生命速递》，荣获第四届中
国国际微电影展“金桂花奖”十佳
公益微电影，以及第二届珠海微
电影大赛金奖、最佳导演奖。

珠海交警又捧回“金桂花奖”
《月满情侣路》在第五届微影展中脱颖而出

据新华社广州 11 月 21 日
电 第十一届中国音乐金钟奖11
月20日至27日在广州举行，来
自全国各地255名选手将在广州
展开43场角逐。

中国音乐金钟奖是中国音乐
界综合性专家大奖，自2001年创
办以来，金钟奖已走过十六载。

本届金钟奖在赛事方面采取
了一系列革新性措施。大赛拓宽
推荐评委渠道，按照评委库人员
数量达到现场评委3倍数量的原
则，形成了四个组别的评委库。

据组委会副主任、中国音协
分党组书记韩新安介绍，参与决
赛的255名选手由全国11所专
业音乐院校和中国音协的会员单
位报送，港澳台都有选手报送。

除了发掘、培养优秀音乐人
才，组委会也积极发掘金钟奖社
会效益，配套打造系列惠民活动。

第十一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由
中国文联、中国音协、中共广州市
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
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局、广州市文联承办。

第十一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在广州举行

255名选手竞逐音乐金钟奖

本报讯 记者殷贝 见习
记者苑世敏报道：11月22日，
珠海市博物馆、北京鲁迅博物
馆联合主办的“鲁迅的读书生
活”展在珠海市博物馆开幕，
共展出300余幅图片和39套
手稿展品，设80个展板，预计
展出至2018年1月。

本次展览以时间为主线，
将鲁迅先生的读书生活分为
青少年时代、苦读岁月、创作
与翻译、从教授到自由撰稿
人、书刊的编辑与出版几部
分，依次揭开了鲁迅先生自儿
时开始与读书结下的缘分。
展览内容不仅有大众所熟知
的“鲁迅元素”，如社戏台、三
味书屋、仙台、藤野先生、《阿
Q正传》手稿、《自题小像》诗
手稿等，也有他读书生活中颇
为珍贵的日常趣事，从“平凡
而多面化”的角度展现一代巨

匠，将鲜活又接近大众的“鲁
迅形象”呈现给观众。

据悉，北京鲁迅博物馆的
全国鲁迅纪念系列活动自建馆
以来就陆续开展，近年来馆际
交流越发频繁。此外，大约每
两年还会针对展品进行补充和
修改，根据主题给观众带去更
充实的鲁迅记忆。上一站在云
南大理进行的“鲁迅生平展”受
到观众的热切关注。

此次珠海博物馆“鲁迅的
读书生活”展，虽然也函括鲁
迅生平介绍方面的展品，但又
针对“与书有关”的鲁迅做了
大量工作，从读书、写书、译
书、荐书四个方面准备展品，
原版手稿等一应俱全。从展
品中不仅可以看到他一丝不
苟的治学精神，也能够获得

“读书”上的启示。
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人

员吴一菡介绍：“人们对鲁迅
的印象更倾向认为他是‘一位
用文字不断战斗的勇士’，但
鲁迅作为一个社会人，肯定有
他的日常生活。北京鲁迅博
物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鲁迅
纪念活动不仅是为了文化的传
承与保护，也希望把一个‘接地
气儿’的鲁迅形象展示给大家，
让大家觉得‘这样的人很真
实’。这次的主题是‘鲁迅的读
书生活’，而读书也是现代人
一直在强调的事。这样大家
在看鲁迅读书的同时，也能够
去想‘我该怎么做’，这也是这
次展览的意义之一。”

珠海市博物馆相关负责
人则表示，希望以此次展览为
契机，继续与北京鲁迅博物馆
合作展出更多鲁迅纪念品，在
传播鲁迅文化的同时，给珠海
民众带来更多精神食粮。

“鲁迅的读书生活”展今日开幕
市博物馆设80个展板，将一代巨匠形象呈现给观众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
电 1980年，电影《等到满山红叶
时》上映后曾红遍全国，发生在三
峡的异姓兄妹的悲欢离合感动了
无数观众；37年后，导演章家瑞
开拍《又见红叶》，力求通过当代
人的视角重新审视那个充满激情
与梦想的年代，并向经典致敬。

章家瑞擅长执导文艺片，代
表作包括《诺玛的十七岁》《花腰
新娘》《红河》《迷城》《杀戒》《白色
婚礼》等，曾在法国卡普巡回电影
节、首尔忠武路国际电影节、上海
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国际电影节获
奖，也曾荣获中国电影华表奖。

章家瑞日前在京说，很多看
过《等到满山红叶时》的人，都对
片中长江三峡地区的风光印象深
刻——透过红叶，看到的是那个
年代的无私精神以及人性的质
朴；而《又见红叶》将赋予三峡山
水和红叶全新的内涵。

“影片将通过两代航标人对
生命价值的终极追寻，通过当代
人的视角去重新审视那个充满激
情与梦想的年代，再现长江三峡
30 多年来翻天覆地的巨大变
化。”他说，“《又见红叶》作为电影
《等到满山红叶时》的致敬之作，
力求在致敬经典中再创经典。”

通过当代视角，审视激情年代

电影《又见红叶》向经典致敬

新华社上海 11月 21 日电
刚刚闭幕的第十九届中国上海
国际艺术节上，一部部反映不同
历史时期共产党员不忘初心、坚
守信仰的红色戏剧次第上演，那
一抹抹红色闪耀于舞台，点燃了
观众的心灵之火。

从武汉人艺的《董必武》、国
家话剧院的《谷文昌》，到上海京
剧院的《浴火黎明》、宁波演艺集
团的《呦呦鹿鸣》，“好看”“热血”

“有社会意义”是被观众反复提
及的观剧感受。艺术的传承与
创新，让红色戏剧在新时代展现
出强大活力。

“好看”的原因是“有血有肉”

一句是“连市委书记都叛变
了，党组织毁了，我们还有什么
希望”，另一句是“爱生命，铸信
仰，祛迷障，热血化作凯歌扬”，
这两句精神境界完全不同的台
词，都来自《浴火黎明》中的同一
个人物——范文华。

新编现代京剧《浴火黎明》
以建国前后的重庆为背景，讲述
一群年轻共产党员在狱中不畏
酷刑、坚定信仰的故事。剧中的
共产党员范文华因上级叛变而
迷失方向，在狱中党组织的感召
下，最终淬火成钢、坚定信仰。

“这个人物的特点就在于他
一度彷徨却最终重拾信仰。”《浴
火黎明》艺术指导孙重亮说，“不
同于以往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

戏剧人物创作套路，人物曲折的
心路历程使得故事的可看性和
可信度都大大提升。”

范文华的扮演者青年京剧
演员傅希如说，有观众在他的微
博上留言：这部戏让人觉得共产
党员是如此有血有肉的人。

话剧《董必武》的编剧赵瑞
泰同样感触颇深。该剧从董必
武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截取了
1947年在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一
段48小时的惊心动魄的经历，
让观众不仅看到董必武的革命
胸怀，也能领悟他的情感世界。

为创作此剧，赵瑞泰读了数
百万字材料，并多次前往上海实
地追思先贤。“我创作这部话剧
的每一幕时，都在思索如何让观
众与董老的家国情怀产生共
鸣。”赵瑞泰说。

青年人的创作让红色更
添“激情”

13次前往东山岛，走访跟谷
文昌打过交道的老百姓，国家话
剧院青年导演白皓天带着作品
《谷文昌》来到了上海。

舞台上的谷文昌作为东山
岛的县委书记，是心系民生的党
员，是温情满满的丈夫，也是幽
默睿智的同事。

“谷文昌的儿子在看完演出
后找到我，说在我的身上看到了
他父亲的影子。”谷文昌的扮演
者辛柏青说，“这个人物之所以

真实感人，都是从一点一滴的细
节积累中塑造起来的。”

《谷文昌》受到了不少青年
观众的好评。“可能因为我也是

‘80后’，从创作的角度更能理解
同龄人的观剧感受。”白皓天说。

《浴火黎明》剧组也感受到
了青年学生对于红色京剧的兴
趣与关注。“青年演员来演这部
戏，更容易感染到青年观众，因
为他们更容易沟通与理解彼此
的想法。”孙重亮说。

“青年演员身上蓬勃向上的
劲头，恰恰与革命主题十分契合，
因为革命需要激情。”傅希如说。

关照当下才更有社会意义

“防止领导腐化；警惕干部
堕落；关注党员作风……”《浴火
黎明》中“狱中八条”的唱段，在
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

“艺术应该起到价值观的引
导作用，我们要注重把红色基因
以积极向上的精神传递给观
众。”武汉人艺院长田清泉表示。

董必武为子孙留下“朴、诚、
勇、毅”的家风，赵瑞泰认为，董
必武的四字家风正是当下浮躁
的社会风气中所需要的东西。

孙重亮表示，“取信历史，关
照当下”，一直是现代京剧作品
创作的原则，只有让当代观众产
生共鸣，才能吸引更多的人走进
剧院，才能让艺术为人民提供更
多的精神指引。

本次展览将
把一个“接地气
儿”的鲁迅形象
展示给参观者。

本 报 记 者
雁行 摄

▲话剧《董
必武》剧照，他在
悉心教导儿子董
良羽。

新华社发

▶话剧《谷
文昌》用信仰之
光照亮心灵。

新华社发

◀京剧《浴火黎明》取
材于史实，是对红岩革命
题材创作的一次具有深远
现实意义的探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