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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等将亮相2019年
汤显祖国际戏剧交流月
新华社南昌 9 月 11 日电
2019 年汤显祖国际戏剧交流
月 活 动 将 于 10 月 19 日 至 11
月底在汤显祖故里江西抚州市
举办。届时，英国剑桥莎士比
亚戏剧节艺术总监大卫·克里
利及其演出团队将带来莎士比
亚经典剧目《哈姆雷特》和《罗
密欧与朱丽叶》，这也是大卫·
克里利第一次将演出带到中
国。
抚州市市长张鸿星 11 日
在南昌介绍，抚州市已连续三
年成功举办汤显祖国际戏剧交
流活动，已有来自英国、西班
牙、法国等 20 多个国家驻华使
节、文化官员来到抚州参观交
流，30 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演出团队在抚州展演国外
经典剧目。
2019 年汤显祖国际戏剧
交 流 月 共 11 项 主 要 活 动 ，包
括：
汤显祖国际学术研讨会、中
外经典剧目展演、中英文化旅
游周、驻华使领馆及国外嘉宾
江西行等。
记者从抚州市外办了解
到，
中英文化旅游周期间，
两部
莎士比亚经典剧目将在此期间
演出。此外，英国国家学术院
院士、剑桥大学教授艾伦·麦克
法兰将带来“中英文化交流观
察二十年”
演讲，
英国剑桥康河
出版社文学总编辑露西·汉密
尔顿将主讲“英国艺术家眼中
的汤显祖文化之旅”
。

蒙古国歌剧《三座山》
在呼和浩特上演

小提琴 A 组第一轮的韩国选手 Jinan Woo。

本报记者 朱习 摄

第三届珠海莫扎特国际青少年音乐周

钢琴小提琴 A 组第一轮精彩上演
首场艺术惠民活动同步亮相珠海一中
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9 月 11
日 10 时，珠海华发中演大剧院歌剧
厅内，暖黄色的灯光下，一架钢琴位
于舞台中央。钢琴 A 组第一位献艺
的青少年演奏者，来自中国北京的吕
天瑶一袭黑衣，款款登台。随着她的
手指优美地划过黑白琴键，悠扬的琴
声弥漫在歌剧厅的上空，拉开了第三
届珠海莫扎特国际青少年音乐周第
一轮音乐会的序幕。
据悉，钢琴 A 组为年龄 12 岁以
下的青少年，共 17 人参加演出。根
据要求，他们将会在 12 分钟内演奏
三首曲目：规定的三首巴赫作品的
其中一首，车尔尼、克莱门蒂、克拉
默或肖邦的快速练习曲一首及莫扎
特奏鸣曲的慢板乐章任意一首。一
曲完毕，这些青少年演奏者迅速转
换情绪，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下一
首曲目的演绎中。指尖的跃动汇成
乐章，营造出高雅的艺术氛围，牵动
着听众的情绪，令其陶醉其中。
歌剧厅对面，就是被世界级指挥
大师祖宾·梅塔誉为“中国最美音乐
厅”的莫扎特音乐厅，小提琴 A 组第
一轮音乐会在这里同步上演。
来自世界各地的 18 名 12 岁以下
的青少年演奏者，按照 10 日上午抽
签的顺序，依次演奏三首曲子：德沃
夏克或普罗科菲耶夫的乐曲一首、限
定作曲家随想曲一首及限定莫扎特
奏鸣曲第一乐章中的一首。舞台上，
每一位选手都淡定自若，他们将泛着
柔光的小提琴轻轻搭在肩膀，琴弓娴
熟地在琴弦上飞舞，身体随音乐自由
摇摆，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每一位

纪念中法建交 55 周年
图片展在法国举行
新华社法国斯特拉斯堡 9 月 11 日
电“共赢互鉴 行稳致远——纪念中
法建交 55 周年”图片展 10 日在法国东
部城市斯特拉斯堡开幕。来自当地政
界、经贸界、知识界等 100 多人出席了
开幕式。
图片展由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和法
国大东部大区议会联合主办，通过 55
张新华社记者拍摄的历史图片和时政
照片，贯穿了中法建交 55 年主线上许
多标志性瞬间，再现 20 世纪 50 年代以
来两国人民相互吸引、相互尊重、相互
欣赏的历史情愫，涵盖政治、经济、文
化、科教、体育、民间交流等领域业已形
成的共赢合作及达成的共识。
法国大东部大区议会国际和区域
关系委员会主席克洛迪娜·冈特尔在开
幕式上致辞说，55 年来法中关系发展
和谐，今后青年人还将看到两国在维护
和平和应对气候变化上的作为。
中国驻斯特拉斯堡总领事凌军致
辞说，中国与法国大东部大区的友好合
作不仅体现在经贸和科研方面，而且已
经深入到人文交流层面。
斯特拉斯堡蓬托尼耶国际高中校
长费思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此展有
利于法国年轻民众了解法中关系发展
历程。他表示，将组织该校 80 名学习
汉语的高中生专程观展，加深法国青年
学生对共赢互鉴、行稳致远的两国友好
关系的理解。

选手演奏完毕，听众们都会报以
热烈的掌声，对其精湛琴技予以
赞赏。
青少年演奏者的精彩展现，
博得专家们频频颔首，也考验着
每一位专家。专家们纷纷表示，
每一位青少年都很优秀，很难做
出选择。经过专家委员会的专业
考量，最终敲定钢琴 A 组 12 人、小
提琴组 11 人入围第二轮。
当青少年演奏者在场内激情
演绎时，10 日下午 6 时 20 分，本届
音乐周首场艺术惠民活动“萨尔
茨堡独奏家室内乐团大师课”在
珠海一中同步展开，奏响了本届
音乐周系列惠民艺术活动的序

曲。
本次大师课的主讲嘉宾是萨
尔茨堡独奏家室内乐团发起人兼
指挥、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学院
小提琴教授拉瓦尔德·斯库-拉尔
森。他逐一聆听珠海一中交响乐
团各个声部演奏莫扎特的著名曲
目，用手指示意最合适的音准，并
走至乐手身旁教授具体的演奏技
巧。
他强调，处于浪漫时代的莫
扎特音乐是幽默、童真、快乐的，
演奏时需要更“调皮”一点。他亲
自拿起小提琴演奏并随着音乐活
泼摆动，短短几十秒的示范教学
生动有趣，欢快的音符在现场跃

钢琴 A 组第一轮选手 Yelyzaveta Pachabut 来自乌克兰。

第二十一届中国上海
国际艺术节十月开幕
新华社上海 9 月 11 日电 记
者从 10 日在此间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第二十一届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将于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17 日举行，已确定有来自
全球 23 个国家和地区的 43 台剧
目参演。
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上海
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二十一届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演出“花
落”中国原创大型杂技剧《战上
海》。适逢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上海杂技团与上海市马戏学校联
合创作的杂技剧《战上海》以惊心
动魄的杂技表演
“回放”
上海解放
的历史时刻。成立于 1950 年的
北德广播爱乐乐团则将与中国小
提琴家黄蒙拉联袂奉献闭幕演
出。
一批“有筋骨、有血肉、有温
度”
的红色剧目将亮相舞台，
其中
包括中国国家话剧院原创话剧
《三 湾 ，那 一 夜》、沪 剧《一 号 机
密》、上海音乐学院交响诗《英雄
颂》、山东歌舞剧院民族歌剧《沂
蒙山》、深圳交响乐团大型交响套
曲《我的祖国》，等等。

第二十一届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的国际板块阵容强大，邀请
到荷兰国家芭蕾舞团、维也纳爱
乐乐团、东京交响乐团、以色列卡
梅尔剧院等参演。享誉国际的意
大利斯卡拉歌剧院与斯卡拉歌剧
院学院还将分别带来两部原汁原
味的莫扎特歌剧——《假扮园丁
的姑娘》与《魔笛》。据介绍，
这将
是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成立 200
多年来首次集结全班人马携歌剧
制作访华。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十一届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举办之际，
上海又将新添两大艺术地标，即
国内首个采用整体隔振技术建
造的上音歌剧院和“隐身”于上
海郊区森林之中的九棵树未来
艺术中心。两大剧场各怀绝
技。上音歌剧院观众席上方的
穹顶天花板可升可降，灵活调节
剧场混响音效；座椅后方还装有
显示屏，可提供 8 种语言的字幕
切换，让观众无障碍欣赏国际演
出。上海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
则拥有“水剧场”
“ 森林剧场”等
户外剧场。

动。他还提醒乐手需要跟随首席动
作演奏，并考虑不同时代乐器的差别
与莫扎特音乐中模仿德语的特性。
最后，他还寄语乐手们：
“学音乐
是值得庆幸的，因为音乐是真正融合
身体、智慧和心灵才能做到的事情。
”
据了解，本届音乐周还将邀请童
卫东、韦丹文等著名音乐教育家及萨
尔茨堡室内独奏家乐团，在香洲区文
化馆、华发商都、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等地开展专题讲座、音乐快闪等艺术
惠民活动，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提升
城市文化品位。

9 月 10 日，演员在蒙古
国歌剧《三座山》中表演。
日前，蒙古国歌剧《三座
山》在 内 蒙 古 呼 和 浩 特 市 上
演。作为中蒙国际文化交流
活动周的主题文化活动，
《三
座山》由蒙古国国立歌剧舞剧
院出品。该剧讲述了恋人云

登与昂斯勒玛的爱情故事，综
合运用歌曲、舞蹈、器乐等艺
术元素，演绎了蒙古国恋人为
了爱情不惧困难，不向权势屈
服 ，最 终 收 获 幸 福 的 跌 宕 情
节，表达了蒙古国恋人勇敢追
求真爱的抗争精神。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