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月13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蔡斌 美编：赵耀中 校对：韦驰

06 综艺

《
英
雄
本
色2

0
18

》
上
映
在
即

王
凯
路
演
人
气
火
爆

青少年学子化身巧手“艺术家”

现场创作500余幅迎新作品送市民

本报讯 记者高松 见习记者
戴丹梅报道：印年画、巧剪纸、写
对联……1月12日晚，珠海华发
商都内新年气氛热烈，一群青少
年学子化身小小“艺术家”，双双
巧手现场创作，两个小时内共计
给市民朋友送出了500余幅迎新
年作品。

据了解，这是珠海“容闳美术
送吉祥”公益活动的现场，活动开
展为珠海寒冷的冬日增添了几许
喜庆气氛。

记者在现场看到，活动现场布
置了两个大大的以新年红色为主
调的环形展台，活动共分为剪纸、

书法春联、印制年画三个小组进行
现场创作。这群青少年艺术家中，
最小的是今年7岁的崔耀康小朋
友。刚上一年级的他剪起窗花来
得心应手，记者问他剪纸难不难，
他得意地表示：“不难，我一下就学
会了！”在艺术老师的指导下，稚嫩
而有力的书法作品纷纷出炉，喜
字、福字、春字形状小灯笼、窗花等
各式各样的剪纸和丰富多彩的年
画，博得了现场市民的赞赏。

新年贴窗花、挂春联是中华民
族的文化传统。记者获悉，本次公
益活动由珠海容闳学校举办，为珠
海市民们送上新年的祝福。

本报讯 记者纪瑾报道：《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著名军旅作
家汪孔周大型组诗朗诵会》昨晚在
珠海大剧院音乐厅举行。朗诵会
内容紧扣中国新时代正能量思维，
诠释和解读党的十九大精神，500
余名来自各地文化界、艺术界以及
热爱诗歌朗诵艺术人士现场聆听。

本次朗诵会有对古代理想社
会和太平盛世的美好回忆，有对
近代抵御外辱、寻求自强独立悲
壮历史的追溯，有对新中国成立
初期伟大建设的阐述，也有对改

革开放后中国日新月异变化的描
绘，仿佛一幅跨越千年历史的恢
弘画卷在眼前铺展。

在男女声重唱《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歌声中，来自珠海的十
个优秀少先队员为莅临朗诵会的
领导和嘉宾敬队礼并献上鲜花，
然后中国著名朗诵家一舟先生激
情高吭诵读的《开启新征程》，将
朗诵会推向高潮。

全国人大常委会农委委员李
殿仁及澳门前立法会成员梁荣仔
等出席本次朗诵会。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我市举办著名军旅作家汪孔周大型组诗朗诵会

年画创作现场。 见习记者 戴丹梅 摄

新华社纽约1月11日电 中
国音乐剧场《霸王》11日在纽约
亚洲协会上演，一个小时的演出
获得观众高度好评，谢幕时掌声
经久不衰。

演出分为《初鞘》《红颜》《冠
勇》《楚围》等8个部分，使用琵琶、
阮、古筝、笛箫等中国传统乐器，讲
述了西楚霸王项羽的人生故事。

演奏主要围绕项羽人生中的
重要经历展开：琵琶和大鼓的交
织呈现项羽与刘邦的对抗，笛萧
与琵琶的融合演绎项羽和虞姬缠
绵悱恻的爱情，中阮和打击乐展
现了激烈的巨鹿之战……

上海民族乐团青年琵琶演奏
家俞冰担任主要演奏者。他告诉
记者，音乐剧场是一种全新的表
演形式，以器乐演奏为主，结合肢
体表演，再配上舞台设计和效果，
增强了音乐的感染力。

肢体演员是作品的一个创
意，用来帮助观众理解故事走
向。俞冰说，演员第一次出场是
项羽与虞姬相逢的时刻，肢体表
演的是项羽，但戴的是虞姬的面
具。演员的表演展示出项羽和虞
姬情感的互动。

整场演出与传统的民乐音乐
会有很大不同。俞冰说，传统音
乐会演奏的曲目缺少故事连贯
性，而《霸王》的最大创意在于所
有演奏者和他们的乐器都有角
色，在舞台上的叙事是连贯而有
脉络的。

据介绍，作品的另一处创新是
演奏中加入了西方乐器和现当代
演奏技巧，在表现鸿门宴的乐曲的
编曲中也加入了当代音乐语汇。

俞冰说：“西楚霸王是一个活
生生的人，我们讲他的故事也是
希望表达出当下人的情感，希望
通过音乐剧场让观众感悟到人生
的哲理。”

为了更好地叙事和表达，音
乐剧场在演奏《十面埋伏》《霸王
卸甲》等经典古曲时做了重新编
曲和调整。俞冰说：“演奏《十面
埋伏》时我们把战争的场面突出
放大，将呐喊声、尖叫声和兵器声
清晰地展现给观众，让观众感受
到战争的惨烈。”

当被问及是否担心美国观众
无法理解中国民乐时，俞冰说，音
乐无国界，相信这个经典故事定
会在国际舞台上引起共鸣。

中国音乐剧场用传统乐器，讲述项羽的人生故事

《霸王》纽约上演获好评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12
日在第31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上，
茅盾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协会
副主席张炜“十年磨一剑”的最新
作品《艾约堡秘史》首次亮相，用
文学的方式，深度透视改革开放
四十年来的社会变迁。

这部近30万字的长篇小说
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小
说通过一个私营企业巨头吞并风
光旖旎的海滨沙岸的典型事件，
聚焦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
护之间既高度依赖又相互纠结的
尖锐现实。

从上世纪的《古船》《九月寓
言》，到“中外文学史上最长的纯
文学作品”茅盾文学奖巨著《你在
高原》，张炜是最多产、最具影响
力的作家之一，作品屡获国内外
大奖。他坚持文学作品的纯度和
严肃，沉入生活的“深水区”，用文
学的方式审思时代大变革。

评论家认为，张炜将笔触对
准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较少
涉足的题材领域，直面经济发展
与自然保护、资本膨胀与人性迷
失等焦点话题，以朴素明快的文
学语言，给人以激荡灵魂的叩问。

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新作

《艾约堡秘史》在京首发

由丁晟执导，王凯领衔主演
的电影《英雄本色2018》将于1
月18日全国公映。电影上映在
即，王凯开启“劳模”模式，连续
落地南京、昆明、成都、济南、哈
尔滨、太原等城市，从西南到东
北一路北上，路演足迹纵贯大江
南北，讨论热度覆盖全国。在路
演过程中，王凯不但突袭校园为
考期的学生们加油鼓劲，还在商
场与影迷“盖章”互动，超高人气
让他每到一城就掀起“王凯热”，
让冰冷的冬日不再寒冷。

在路演过程中，王凯在每一
站的表现亮点频频，给当地的观
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路
演昆明站，王凯的现身引发万人
围观，场面十分火爆，所到之处
引得尖叫连连。在成都站，他不
仅突袭学校食堂送酸奶、空降实
验室送祝福，还与全场同学合唱
《成都》，温馨画面令人感动。在
冰城哈尔滨，王凯现身冰雪大世
界，投喂企鹅、冰上共舞。而在
济南举行路演活动时，由于山东
是“孔孟之乡”，王凯与5000余
名学生学习了“拱手礼”，还现场
清唱了自己刚刚发行的新歌《往
事流弹》，引发影迷调侃——“真
是把路演变成了巡演。”这首歌
作为《英雄本色2018》的往事版
推广曲，由金牌制作人高晓松倾
情制作。整首歌曲音域跨越两
个八度，王凯轻松驾驭，配合醇
厚的嗓音，让高晓松对他赞不绝
口，还希望他能尽早出唱片。

不同于之前帅气、阳光、正
直的角色，王凯在《英雄本色
2018》中饰演的周凯是一个混迹
在江湖的糙汉，寸头胡茬，眼神
凌厉，浑身充满了邪性和痞气。
虽然电影尚未公映，但是观众们
对他这次突破自我的表现充满

期待。导演丁晟在采访中对王
凯称赞连连，对两人的二度合作
非常满意。在他目前接到的反
馈中，观众期待值最高的就是王
凯。在他眼中，王凯在电影中的
表演非常到位，接近满分。

在路演的采访中，王凯也分
享了有关于电影的感受和趣
事。他自爆在电影的一场重场
戏份中，他背着马天宇狂跑，但
王大陆因为自己的腿脚“不方
便”跑太慢频频笑场，还现场模
仿起王大陆的动作，引发全场爆
笑。从《英雄本色2018》开拍至
今，众多的期待声中，也有一些
质疑的声音出现。对于这个情

况，王凯表示非常理解：“（质疑）
肯定会有，因为毕竟有珠玉在
前，老版是那么经典、影响了一
代人。没关系，因为他们那一代
的演员演的是他们那一代人的
故事，我们现在把它重新解构，
用一个全新的故事来解读现在
的人的理解、解读我们理解的英
雄情节。”王凯在之前的采访中
透露，自己第一次看片的时候就
哭了，被情节感动，更被兄弟之
间的真情和义气打动。他表示

“希望大家能走进电影院去看，
真正的评价还是等大家看完之
后再发表，这个才是最直观的。”

（新华网）

由 克 里 姆·斯 彭 科 执
导，弗拉季米尔·弗多维琴
科夫、柳波芙·阿克肖诺娃、
巴维尔·捷列连科主演的剧
情片《太空救援》已于昨日
正式上映，该片以两位宇航
员临危受命飞向外太空拯
救“礼炮七号”空间站为主
要线索，展现了他们在经受
生存环境考验下的执着精
神。此前的点映场和首映
礼上《太空救援》可以说是
获赞无数，在中国人民解放
军航天员大队成立 20周年
之际为影迷们带来了满满
的正能量。

1985年 2月11日，苏联
“礼炮七号”空间站与地面控
制中心失联，为了避免国家
形象受损、人员伤亡等无法
预估的严重后果，退役宇航
员弗拉基米尔·贾尼别科夫
（Vladimir Dzhanibekov）
和维克托·萨维尼赫（Vic-
tor Savinikh）搭乘联盟号
T-13前往太空寻找“礼炮7
号”的踪迹，并成功完成对
接，创造了航天史上的一大
壮举。时隔多年，以此为蓝
本的影片《太空救援》横空出
世，片中两位宇航员在太空
中不仅经历了空间对接、太
空舱寒流、空间站失火、太阳
能充电系统失灵等一系列危
机，还在准备返航之际得知
了更加绝望的消息，肩上的
使命，家人的期盼，都让他们

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身心经
受着严酷的考验，情节的跌
宕起伏甚是揪心，而两位宇
航员勇往直前的励志精神却
令人很是钦佩。

与以往的太空题材影片
相比，《太空救援》基于真实
事件而改编的情节让人大呼
惊喜，3D的超清视觉体验也
让观众瞬间入戏，仿佛和主
角们一起置身于外太空，开
启那段惊心动魄的外星之
旅。适逢中国人民解放军航
天员大队成立20周年，很多
网友表示，在如此重要的节
点能够观看到《太空救援》感
觉是种缘分，也是一种正能
量的传递。

在此前的《太空救援》首
映礼上，航空科普研究专家张
智慧老师曾惊喜地表示，通过
《天空救援》我们可以看到在
人类进军太空的事业中了解
航天员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所折射出来的英雄力量
和精神的光芒鼓舞着人类一
步一步的去向太空深处。

而与豆瓣、毒舌电影和铁
血军事联合举办的超前点映
会几乎是座无虚席，无论是阅
片无数的豆瓣大神、“挑剔”的

“毒舌”观众们还是“铁血军事
迷`”都表达了对《太空救援》
的由衷认可，表示这是一部不
可多得的好片子，值得推荐给
身边的朋友去看。

（新华网）

《太空救援》昨日上映

口碑佳作启封真实奇迹

电影《太空救援》海报。 新华社发

《太空救援》点映会的观众。 新华社发

超高人气的他，每到一地就掀起了“王凯热”。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