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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扬古乐声 欢喜中国年
——中国编钟和京剧在美演出侧记

新华社芝加哥2月10日电
八音和鸣，古乐悠扬；国粹京剧，
余音绕梁。10日在美国芝加哥
交响乐团音乐厅，来自湖北歌剧
舞剧院编钟国乐团和中国国家京
剧院一团的艺术家们联袂献上了
一台“欢乐春节”大戏。

不论是具有2400多年历史
的编钟古乐，还是传统京剧的唱
念做打，都令现场观众如醉如痴，
叫好连连。

坐在记者身后的道格·阿克
森先生住在临近的印第安纳州，
因收养了现已11岁的中国小女
儿而对中国文化萌生极大兴趣。
虽然小女儿生病不能前来，他还
是带着已经成年的大女儿冒雪驾
车赶来观看这场“节目都很精彩”
的演出。他的大女儿不时用手机
录下片段，准备给留在家中的中
国妹妹看。

观众席中金发碧眼的小男孩
德雷克因为穿了一身浅黄色的唐
装而格外引人注目。他的母亲告
诉记者，德雷克生于龙年，正在学
习中文，为了庆祝中国新年，今天
特意穿上了中国的传统服装来看
演出。

不少华侨华人是冲着京剧表
演艺术家于魁智和李胜素而来
的，他们演绎的唐明皇与杨贵妃
的凄美爱情故事（《长生殿》片段）
引得观众大声喝彩。《三岔口》和
《闹天宫》的诙谐场面则让现场许
多小朋友笑声不断。

这样一台高水平演出的背后
是中国艺术家们辛苦的付出。由
于时差问题，很多演员近日都没
能睡上安稳觉，而紧张的日程安
排让人都来不及倒时差。芝加哥
演出结束后，于魁智和李胜素等
就要经上海转机飞往澳大利亚，
参加大洋洲地区的慰侨演出。

于魁智告诉记者，向世界传
播中国的古老文化特别是京剧
国粹是国家京剧院的一个重要

任务。此次来美的所有演员都
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和中国
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的展现者。

在《闹天宫》中饰演青龙的刘
魁魁等人则是在芝加哥过的春
节。他们在剧场正式演出前还走
入当地社区学校，与中小学生互
动交流，告诉他们中国京剧的起
源、行当，并为学生们画脸谱，手
把手地教他们如何用京剧动作展
现开门、关门，引起学生们的极大
兴趣。

在海外演出，一切都要随机
应变。芝加哥的演出场地是为

交响乐团设计的，没有备地
毯，木板地上只能临时铺上
地毡，这对武打演员来说是
个考验。此外，由于音乐厅
没有边幕，从两侧出场的演
员们不得不临时设计露面候
场的动作。

对于走访过五六十个国家
和地区的湖北编钟国乐团，此
次在芝加哥的演出却遭遇前所
未有的问题——彩排时发现作
为八音中重要的石音编磬竟然
出现偏音。据分析，可能是一
个多月的海运加陆运及库房存

放，以及遭遇美国中北部地区
多年不遇的极地寒潮，温度和
湿度的剧烈变化造成石制编磬
出现音准问题。为了不耽误
10日的演出，乐团成员连夜调
整配器。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受
邀来芝加哥观看了当天的演
出。他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
芝加哥交响乐团在促进中美
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的先锋作
用，并特别指出两国人民的友
谊和民间交往是中美关系的
真正基础所在。

新华社洛杉矶2月 10日电
第61届美国格莱美音乐奖颁奖
礼10日晚在洛杉矶斯台普斯中
心举行，美国歌手凯茜·马斯格雷
夫斯和小唐纳德·麦金利·格洛弗
各自斩获4项大奖，成为最大赢
家。

由于年度专辑、年度歌曲、年
度制作和最佳新人等主要奖项今
年从5个提名者扩充到8个，本届
格莱美奖角逐空前激烈。

马 斯 格 雷 夫 斯 的 专 辑
《Golden Hour》获得格莱美奖
的重头戏——年度专辑奖。她在
乡村音乐类奖项中独占鳌头，获
得了最佳乡村专辑、最佳乡村歌
手和最佳乡村歌曲奖。

唐纳德·格洛弗凭借《This
Is America》拿下年度歌曲、年
度制作、最佳音乐MV和最佳说
唱合作4项大奖。这也是嘻哈歌
曲首次获得格莱美年度歌曲奖。

嘎嘎小姐和布兰迪·卡莱尔紧
随其后，各自获得3个奖项。凭借
其主演的电影《一个明星的诞生》
主题曲《Shallow》，嘎嘎小姐成为
流行音乐类大赢家，拿下最佳影视
歌曲和最佳流行对唱/组合奖。此

外，她凭借《Joanne (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获
得最佳流行歌手奖。

卡莱尔则称霸美国本土音乐
类奖项，夺得最佳美国本土歌曲、
美国最佳本土歌手和最佳传统美
国专辑3个奖项。

最佳新人奖由1995年出生
的英国流行歌手杜阿·利帕获
得。利帕是英国乐坛冉冉升起的
新星，去年曾获第38届全英音乐
奖的英国最佳女歌手奖和最具突
破艺人奖。

去年的格莱美重要奖项
中，只有最佳新人奖由女性获
得，引起不小争议，主办方美
国录音艺术与科学学院表示要
改变这种性别不平等的局面。
今年，女性艺人在格莱美奖中
群芳竞艳，不但奖项斩获颇
丰，就连颁奖礼表演中也是女
性艺人占据绝对多数，美国前
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也到
现场助兴。

格莱美音乐奖是美国录音艺
术与科学学院主办的年度大型音
乐评奖活动，也是每年美国音乐
界的最大盛会。

群星争艳第61届格莱美音乐奖

新华社伦敦2月10日电 第
72届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
奖（以下简称英国电影学院奖）
10日晚在伦敦皇家艾伯特大厅
揭晓，英国剧情片《宠儿》独揽7
个奖项，成为最大赢家。

该片为历史传记式剧情片，
上演了英国18世纪初安妮女王
时期一对表姐妹的故事，由英国
女星奥利维娅·科尔曼、蕾切尔·
魏斯和美国女星艾玛·斯通主演，
此前共获得12项提名，领跑所有
入围影片。

最终，除了科尔曼和魏斯凭
借在该片中的表演分获最佳女主
角和最佳女配角奖外，该片还把
最佳英国影片、最佳原创剧本、最
佳服饰设计等5个奖项收入囊中。

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执

导的影片《罗马》是当天的另一大
赢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
最佳外语片和最佳摄影4个奖
项。

美国演员拉米·马利克凭借
《波希米亚狂想曲》摘得最佳男主
角奖；在美国喜剧片《绿皮书》中
出演黑人钢琴家的马赫沙拉·阿
里获得最佳男配角奖；美国电影
《黑豹》获最佳视觉效果奖；美国
电影《一个明星的诞生》获最佳原
创音乐奖。

英国电影学院奖创立于
1947年，是英国影视界的最高奖
项，最初旨在表彰当年度表现突
出的英国影片以及由英国籍演员
出演的外国影片，后来改为只要
在英国正式上映的影片都可参
评。

《宠儿》成英国电影学院奖最大赢家

10日，在
英国伦敦，凭
借《宠儿》获
得最佳女配
角奖的演员
蕾切尔·魏斯
举起奖杯。
新华社发

嘎嘎小
姐再度获得
格莱美最佳
流行歌手奖。
网络图片

唐纳德·
格洛弗获得年
度最佳歌曲等
4大奖项。
网络图片

▲10 日，中国国家京剧院演员于魁智
（左）和李胜素在美国芝加哥表演《长生殿》
片段。 新华社发

▶10日，湖北歌剧舞剧院编钟国乐团
成员在美国芝加哥表演。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天津2月11日电
深棕色的阳台、青砖垒砌的配楼、
木质的转门，进入大厅，油灯造型
的壁灯闪闪发亮，精致的手工地
毯上，雕花欧式沙发、三角钢琴摆
放得错落有致……

始建于1863年的天津利顺
德大饭店位于天津海河畔，步
入饭店，历史气息扑面而来。
春节期间，许多游客慕名来到
天津，感受天津的洋楼文化和
厚重历史。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
等国家陆续在天津设立租界，
不同风格样式的建筑纷纷出
现。利顺德大饭店由一位英国

商人建造，成为当时英国租界
内规模较大的饭店之一。如
今，在市政府的推动下，这座饭
店经过几次修缮，老楼外观复
原了维多利亚时代古典浪漫主
义风格，而饭店里珍藏的三千
余件文物和展品更增添了历史
厚重感。

据悉，天津市政府早在2005
年就曾颁布《天津市历史风貌建
筑保护条例》，意在保护这些既有
中国传统风格的四合院、殿堂、寺
院，又有西洋古典、现代建筑形成
的独特建筑文化和城市景观，总
共涉及877幢、126万平方米历
史风貌建筑。

天津挖掘洋楼文化

据新华社台北2月11日电
第27届台北国际书展将于12日
开展。在6天时间里，“十大创
新”“十大主题馆”及超过500场
精彩活动，将为民众呈现一场阅
读嘉年华。其中，来自大陆的20
多家出版社将展出5000多种、逾
2万册图书。

台北书展11日举行记者会
介绍有关情况。据悉，本届书展
以“读书正好”为主题，有52个国
家和地区的735家出版社前来参
展。“十大主题馆”包括书展大赏

馆、金庸茶馆、数位主题馆、青年
创意出版区等。

其中，金庸茶馆将展出金庸
的手稿与墨宝、“射雕三部曲”与
《天龙八部》等小说的各种版本，
还精选书中的回目图放大展出；
数位主题馆将带领读者进入纸本
与数字化共享体验的时空。

据介绍，书展“简体馆”将展
出大陆20多家出版社的5000多
种、逾2万册图书，并邀请大陆作
家张嘉佳与盛可以参加书展活
动。

台北书展12日开幕

9日，在瑞士洛桑，美国选手麦肯齐·布朗在决赛中。她
在本届比赛中获得第一名。

第47届瑞士洛桑国际芭蕾舞比赛2月3日至10日举行，
决出获得本届洛桑奖学金的八名选手。 新华社发

瑞士洛桑国际芭蕾舞比赛落幕

越南举行水牛彩绘大赛

10日，在越南哈南，艺术家在水牛身上绘制彩图。
当日，越南哈南举行水牛彩绘大赛，来自越南各地的艺

术家在水牛身上绘制彩图，庆祝彩牛节。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2019年春节档，《流浪地球》《疯

狂的外星人》《飞驰人生》《新喜剧
之王》《熊出没·原始时代》《神探
蒲松龄》《小猪佩奇过大年》7部
影片成为主力军。国家电影局初
步统计的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假
期，中国电影票房达58.4亿元，
观影人次达1.3亿。其中，2月5
日，正月初一的单日票房达
14.43亿元，刷新了去年正月初
一12.68亿元的单日票房纪录。

据统计数据，《流浪地球》以
20.1亿元的票房成为今年春节档
的票房冠军，《疯狂的外星人》《飞
驰人生》和《新喜剧之王》分别以
14.49亿元、10.43亿元和5.32亿
元列票房榜二到四位。

2019年春节档的最大惊喜，
是中国电影收获了第一部真正意
义上的科幻片。改编自刘慈欣同
名小说的电影《流浪地球》异军突
起，在大年初三逆袭成为单日票
房冠军后，不仅在票房上持续领

先，也收获了不错的口碑。
《流浪地球》讲述了太阳即将

毁灭，太阳系已经不适合人类生
存，人类启动“流浪地球”计划，推
动地球离开太阳系，寻找新家园
的故事。影视专家表示，《流浪地
球》作为一部硬科幻电影，打造了
中国式科幻片的基本样貌，不论
是危机事件、科学架构还是特效
制作，都基本达到了国际水准。

《流浪地球》的主题立意也是
吸引观众的一大要素。影评人李
星文说，影片讲述中国人拯救地
球的故事，观众的自豪感被激发
出来，保证了影片不仅在大城市
受欢迎，也能很好地下沉到四五
线城市的观影群体中。

作为中国科幻电影“起飞”的
作品，李星文说要肯定《流浪地
球》的突破与创新，它标志着科幻
片的类型在中国电影界第一次成
型，培养了观众的审美，期待日后
的科幻片能够在科幻表达和人文
表达方面双线并进。

2019春节档科幻电影迎来大突破

《流浪地球》成票房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