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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电影展映活动在斯里兰卡开幕

让人们感受到
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脉动

第三届珠海莫扎特
国际青少年音乐周
“ 声”
动珠海
音乐会演出现场。

“浪漫之城”
携手
“音乐之城”
开启高品质艺术盛宴
采写：
本报记者 郭秀玉

摄影：
本报记者 朱习

9 月 10 日，第三届珠海莫扎特国
际青少年音乐周开幕式在珠海华发中
演大剧院莫扎特音乐厅举行，标志着
这一为期 12 天的世界古典音乐盛事正
式拉开帷幕。同时，多场高品质艺术
惠民活动同步开启，全民共享高雅艺
术盛宴。副市长阎武，市委宣传部、市
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出席
开幕式。

“浪漫之城”三度携手“音乐之城”
从 2015 年第一届起，
这已经是
“浪
漫之城”
珠海第三度携手
“音乐之城”
萨
尔茨堡，
联袂打造世界级的古典音乐活
动。
作为承办方，珠海华发现代服务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
席晓乐表示，华发集团将继续以精益
求精的敬业精神，为远道而来的音乐
家和青少年演奏者提供贴心周到的
服务，保障音乐周顺利开展。
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与表演艺术大
学副校长安娜斯塔西娅·温伯格表示，
音乐周得以让一批全情投入而且才华
横溢的年轻音乐家在杰出的国际专家
团队和观众面前展示精彩技艺与杰出
天赋。她衷心感谢作为东道主和组织
者的珠海市和华发集团，
并祝愿所有参
与者能够在国际音乐周这个特殊的时刻
获得优异的成绩与丰富的职业经验。

音乐会以“遇见巴洛克”为主题，
曲目回溯西方古典音乐的少年期
—— 巴 洛 克 音 乐 ，由 拉 瓦 尔 德·斯
库-拉尔森执棒来自莫扎特故乡的
萨 尔 茨 堡 独 奏 家 室 内 乐 团 ，携 手 第
二届音乐周优秀青少年王仕含、蔡珂
宜、橘和美优、余晋霖、鲍妍妍等，共
同 演 奏 了 安 东 尼 奥·维 瓦 尔 第 与 约
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两位巴洛克音
乐大师华丽而精彩的协奏曲作品。
除开幕音乐会和闭幕音乐会外，
这个以擅长演奏莫扎特音乐而闻名的
乐团还将担纲伴奏，现场演绎古典音
乐的精髓。
同时，
为了给全球青少年演奏者搭
建迈向古典音乐大师的桥梁，
本届音乐
周由来自中国、奥地利、法国、德国、意
大利和韩国等国家的 15 位目前活跃在
世界音乐艺术界的知名演奏家、教育

家，
共同组成
“全明星阵容”
的专家委员
会，
对青少年演奏者进行专门指导。
本届音乐周共有来自欧洲、北美
洲、南美洲、亚洲和大洋洲 25 个国家
和地区的 300 余名青少年报名，经过
严格的专业预选，最终百余名青少年
成功入选。9 月 10 日上午，音乐周举
行抽签仪式。从 9 月 10 日开始，来自
全球的青少年演奏者将按照抽签顺
序依次登台演奏，同台切磋，以乐会
友，于 17 日-22 日展开最终对决，并
于 22 日晚举行颁奖仪式及闭幕音乐
会，上演一场古典音乐的艺术盛宴。

系列高品质惠民活动共享艺术盛宴
除了音乐厅里精彩的音乐会外，
音乐周还将走进珠海社区、校园、市民
艺术中心等，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古
典音乐的魅力。

9 月 11 日-16 日，音乐周将每天
限量提供 200 张音乐会免费门票，广
大音乐爱好者可通过“珠海华发中演
大剧院”和“珠海莫扎特国际青少年音
乐周”微信公众号登记抢票，现场近距
离观摩各国青少年演奏者的风采。
从 9 月 11 日开始，音乐周还将邀
请萨尔茨堡独奏家室内乐团指挥拉瓦
尔德·斯库-拉尔森，中央音乐学院钢
琴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韦丹文和中
央音乐学院小提琴教授、博士研究生
导师童卫东等著名音乐教育家，为广
大市民普及古典音乐知识。
此外，名琴展也将与本届音乐周
同时开幕。10 把古色古香、总价过亿、
出自小提琴制作名家之手的稀世名琴
悉数亮相华发中演大剧院，参观的市
民可“穿越时光”，直观领略“史上最贵
的木头”
的风采。

开幕音乐会异彩纷呈
当晚，开幕式音乐会正式拉开了
古典音乐盛宴的序幕。
开幕式音乐会正式拉开了古典音乐盛宴的序幕。
开幕式音乐会正式拉开了古典音乐盛宴的序幕
。

动画界送别
“黑猫警长爷爷”
戴铁郎
曾导演《黑猫警长》
《九色鹿》
《我的朋友小海豚》等知名动画片
新华社上海 9 月 10 日电 10 日，人
们在上海市龙华殡仪馆送别知名动画艺
术家、系列动画片《黑猫警长》导演兼编
剧戴铁郎。
4 日晚，上海电影集团下属上海美术
电影制片厂证实，曾导演《黑猫警长》
《九
色鹿》
《我的朋友小海豚》等知名动画片
的戴铁郎病逝，享年 89 岁。
戴铁郎，1930 年生。1953 年，他毕
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后任上海电影制片

厂美术片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
画设计和美术设计，改革开放后主要担
任导演兼美术设计。他曾参与拍摄《骄
傲的将军》
《小蝌蚪找妈妈》等经典动画
片，尤其是他编剧、导演的《黑猫警长》系
列动画片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家喻户晓的
系列动画片之一，在中国动画史上影响
深远。
告别仪式现场，洁白的玫瑰、粉色的
百合和铃兰诉说着思念，
“黑猫警长”
“白

鸽探长”等经典动画形象也在场内外伫
立，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戴老生平短片，
追忆他不断探索中国特色动画创作的一
生。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速达告诉
记者，戴老一生热爱美术片事业，热爱生
活、热爱科学，他始终以饱满的热情为少
年儿童创作动画片，他的作品常以科学
知识为题材，充满想象力，
《黑猫警长》系
列就是典型的“戴氏风格”。戴老的辞世

是中国动画电影界的一大损失。
“我们永远怀念他。”上海美术电影
制片厂党委书记何文权说：
“老人孜孜以
求的精神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吸引并激
励了众多亲朋好友和同道之士，与他并
肩奋斗。
”
前来送别的动画创作后继者们则表
示，要不断推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续写
中国动画的美好篇章，不辜负戴老生前
的期望。

“韩国十月文化节”
将在香港举行
据新华社香港 9 月 10 日电 驻香港韩国文化
院院长朴宗泽 10 日宣布，第九届“韩国十月文化
节”将于 10 月至 11 月举行，将让香港市民从各方
面体验多元的韩式文化。
“韩国十月文化节”
由韩国驻香港总领事馆、驻
香港韩国文化院等机构主办，一系列文化活动将在
文化节期间上演，包括文艺表演、艺术展览、电影欣
赏、讲座、研讨会等 30 多场文化活动。
其中，
“ 新生代国乐音乐会”将邀请韩国年轻
音乐家演奏别具一格的韩国国乐，国立釜山国乐
院将带来传统音乐舞蹈表演“韩国之乐”，此外还
有“韩国食品名人”特别烹饪班、韩国佛教文化体
验周等活动。
韩国驻香港总领事金元辰在文化节官方刊物
序言中表示，数十年来，韩国与香港的文化合作交
流日益紧密，希望未来能进行更多的交流合作，推
动友好关系持续发展。
据主办方介绍，今年是韩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成
立 70 周年，举办文化节活动别具意义。香港是个
文化枢纽，一直积极推动亚洲文化产业发展，深受
世界各地民众喜爱。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在文化
节贺词中写道，多年来，韩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致力
于促进香港与韩国的文化交流。驻香港韩国文化
院于 2018 年开放，
已吸引超过 4 万人参观。

据新华社科伦坡 9 月
10 日电 由斯里兰卡中国
文化中心与中国文化和旅
游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共
同举办的中国微电影展映
活动 9 日在斯里兰卡首都
科伦坡开幕。
展映活动开幕式当天
在斯里兰卡国家电影公司
举行。除活动举办方人
士，还有 200 余名斯里兰
卡当地电影从业人员及爱
好者出席了仪式。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
传媒学院副院长王宜文表
示，此次展映活动为斯里
兰卡观众带来了近十年拍
摄制作的中国微电影作
品。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让

斯里兰卡观众更深入地了
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生
活。斯里兰卡中国文化中
心主任乐利文告诉记者，
以往文化中心主要通过举
办传统书画、摄影及文艺
演出等活动，向斯里兰卡
人民介绍中国。这次是文
化中心首次举办中国微电
影展映活动，旨在让当地
人了解微电影这种在中国
流行的文化现象。
开幕式上展映了《雾
中 小 站》等 4 部 微 电 影 。
斯里兰卡电影导演拉纳辛
哈观影后说，这些作品不
仅令人感动，还能让人们
感受到中国当代社会生活
的脉动。

国家文物局：

重磅展览呈现 70 年
我国流失文物回归之路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 记者从国家文物局
10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
文物局将在中国国家博物
馆举办“回归之路——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流失文
物回归成果展”
，
公众熟悉
的《伯远帖》、
《中秋帖》、圆
明园兽首、
秦公晋侯青铜器
等回归文物将悉数亮相。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
社会文物司司长罗静表
示，展览将于 9 月 17 日开

幕。国家文物局回溯 70
年文物回归历程，对我国
相关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梳
理，最终确定了 25 个经典
案例，选出了来自 18 家文
博单位的 600 余件回归文
物参展。据悉，作为今年
最新的追索返还工作成果
和近年来整体价值最高的
回归文物，近日从日本归
来的曾伯克父青铜组器将
在此次展览上得以重点呈
现，为广大社会公众献上
回归后的
“首秀”
。

影片《唐顿庄园》全球首映式

9月9日，
在英国伦敦，
影片《唐顿庄园》演员（从左
至右）休·博纳维尔、
伊丽莎
白·麦戈文、米歇尔·多克
里、
劳拉·卡迈克尔和艾伦·

利奇出席首映式。
当 日 ，影 片《唐 顿 庄
园》全球首映式在英国伦
敦的莱斯特广场举行。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