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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刘 珊） 音乐人张艺兴 2019 大航海巡
回演唱会日前举办启动仪式。此次巡演是张艺兴的
首次个人巡演，将于 7 月起登陆上海、重庆、南
京、北京 4 个城市。目前上海、南京两场的预售已
售罄。

据举办方张艺兴演唱会战略支持方爱奇艺表
示，此次活动是 2019 爱奇艺“夏日青春漾”的开篇，
未来 3 个月，爱奇艺将陆续推出青春运动会、尖叫之
夜演唱会、动漫嘉年华、城市主题娱乐狂欢活动等。

能学戏最感谢妈妈

林燕云的艺术履历很简单：1992 年
13 岁从农村考入汕头戏曲学校学习潮
剧，1998 年毕业后成为广东潮剧院演员
至今。

能走上潮剧之路，林燕云说最感谢她
的母亲。当初戏校到各地招生，从小喜欢
表演、能歌善舞的林燕云听老师说可以上
台表演，就去报考，结果被录取了。别人
跟她的母亲说，学戏又苦又累还没前途，
但母亲没有沿袭乡村的旧思想，而是开明
又坚定地支持林燕云，说孩子喜欢就让她
试一下，她自己喜欢的事，将来她就会努
力做好。

林燕云果然像母亲说的那样，一入戏
曲之门，就认真努力、坚忍不拔，一步步
走向更高境界。在戏校里，她规规矩矩学
习，由于嗓音宽厚，她被分到女小生行
当，很快就文能俊雅，深情款款，武能开
打，勇冠三军。

履历简单不代表没有曲折。刚从生活
作息有规律的戏校来到广东潮剧院时，林
燕云对长期随团下乡演出、长时间熬夜演
戏的剧院生活很不适应，身体有点顶不
住，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行，内心整整
彷徨了一年。最后还是因为对潮剧的喜
爱，终于坚持下来。

更艰苦而且没有止境的是练功。兵器
的左推右挡、翻飞抛接，让林燕云身上常常
青一块紫一块，母亲一边心疼得流泪，一边
默默地为林燕云做她喜欢吃的食物，然而
林燕云往往因练功疲劳过度而吃不下。每
逢重要演出，母亲总会来到现场，一直给林

燕云克服困难的动力。
在凭 《李商隐》 获得第 29 届戏剧梅

花奖之前，林燕云以广东省戏剧演艺大赛
“四连冠”得主驰名。她将一次次夺冠归
结为幸运，也归结到自己的“爱折腾”和

“蛮顽强”。无论武戏文戏，林燕云总是挑
难度大的，然后没完没了地练。通过四届
青年演艺大赛，她全面打好了功底，也全
方位地拓展突破了自己，就从这些赛事以
及各种演出和角色中磨练成长起来。

排演《李商隐》“爆发小宇宙”

日常生活中的林燕云，说话慢声细
语，甚至还有一丝柔弱，一点疲惫，但一
旦走上舞台，她立刻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拥有磁石一般的吸引力和巨大气场。也许
这就是一个戏曲名角的天赋所在。她在

《李商隐》 这部剧中的表现，尤其令人感
到这一点。

中国戏曲学会会长薛若琳评价林燕云
在《李商隐》中“没有脂粉气，没有女气，具
有出色的塑造人物的功力和征服观众的魅
力”。《中国戏剧》 杂志主编罗松说她的

“爆发力和张力不是一般演员能够做到
的。她演戏很走心，唱腔厚实有力度，有
男性的阳刚气质，韵味醇厚，非常出彩”。

在潮剧《李商隐》导演、上海戏剧学
院教授卢昂看来，林燕云在剧中的表现，
是“爆发小宇宙”。

《李商隐》 是一出爱情戏，生旦的对
手戏充满优美的抒情；这又是一出文人戏，
李商隐与令狐陶追求各异，终致分道扬镳，
体现出人性的力量。2018年年中拿到脱胎
于越剧的潮剧《李商隐》剧本，林燕云觉得，
这就是自己等了20多年的那部剧。

卢昂把各种艺术手段都减到最简，舞
台简约，充分用古典绘画留白，全剧一共
才9个演员，所以演员尤其主要演员的表
演就必须丰盈充沛，足以支撑起整出戏。
剧中，林燕云要把李商隐从头演到尾，从
年轻演到年老，还有大段大段的唱腔和念
白。更重要的是，剧中的李商隐一直内心
备受煎熬，纠缠在跟师兄的亲情、跟所爱
的女子的爱情、跟恩师的师生情以及仕途
和良知之间的抉择中，林燕云说，必须演
出角色灵魂的“干净”。

排练现场，林燕云总是竭尽全力，卢
昂导演总让她控制一点，不要太拼命。林
燕云告诉记者，“演员不能偷懒。我每场
演出每场排练都不敢松懈，都是‘在状
态’的。每一次排练都能默默地提升，可
能自己却是不知道的。”

林燕云的表演那样激情奔涌，扮相又
是那样俊美，这两点和谐地统一在她身
上。“女小生形象身段特别重要，要俊
雅，要体现美感。”林燕云说。据悉，《李
商隐》 上演后，林燕云拥有了更多的戏
迷，因为她化身的李商隐，就是人们心目
中白马王子和不油腻大叔的复合体。

微博聊戏的潮剧第一人

潮俗好戏之风由来已久。林燕云说，
广东潮剧院目前有 3 个团，演职员 200 多
人，揭阳市、潮州市各有一个市属专业团，
大小民营潮剧团也有 200多个。她所在的
广东潮剧院一团每年都会在城乡演出将近
200场，市场都很好。“潮剧没有生存之忧，
20多年来观众越来越多。我们这批潮剧演
员真是生逢其时。”林燕云欣慰地说。

虽然因为语言问题，潮剧很少北上，
但是广东潮剧院经常到东南亚的新加坡、
泰国、马来西亚等地访问演出，那里有很
多喜欢潮剧的潮汕人，林燕云他们演传统
折子戏，也演新老大戏，很受欢迎。

演戏之余，林燕云做的最多的是去校
园给孩子们讲潮剧，让他们了解潮汕文化
和传统艺术。很多观众认为林燕云身上有
一种现代气息，她也是第一个在微博上跟
戏迷交流的潮剧演员。“我觉得当今的戏剧
演员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必须跟时代接
轨，包括自身的表演，其实可以放开一点。”

林燕云说，她慢慢发现，《李商隐》
这个戏之所以能吸引年轻观众的眼球，是
因为这部剧从舞美灯光到服装等都很美。

“我们既要保持传统，也要改革创新，传
统和创新要融合，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这
个剧种，走进剧场看戏。我觉得我们这批
人的职责是蛮大的。”林燕云说。

暑假即将来临，作为陪伴儿童成长的
重要精神食粮，又将有一批国产动画在荧
屏上与儿童见面。其中，科技题材动画因
融合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丰富的科学知
识，能满足儿童对未知世界探索的心理，
深受儿童喜欢，如经典的 《蓝猫淘气三千
问》《海尔兄弟》等。同时，国产科技题材
动画也存在科学性不够、故事性不强等问
题。笔者认为，国产动画还要在强化科学
属性、提升人物形象设计、改进动画的叙
事方式等方面加强创新。

培养儿童正确的科技观是科技动画重
要的使命。科技题材动画最突出的特征是
传播科学知识，培养儿童的创新意识。近些
年虽涌现了一批国产科技题材动画，但无论
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不够。对科技题材
动画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构建面向未来的科
学场景。当下科学技术迅猛发展，5G、人工
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科技不断出现，
在动画片中应该加强对这些科学场景的体
现，加强科技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而不是一
味地表现太空探险、组队打怪、机甲战争
等。今年国产电影《流浪地球》火爆银幕，就
是因为它表现的是基于科学知识的“硬科
幻”，内容和主题与人类未来息息相关，一下
子拉近了与世界水平的距离。

要创设醒目的人物形象。人物形象是
动画片的灵魂，人物形象如果能立起来，
动画就成功了一半。淘气可爱的蓝猫，勇
敢无畏的海尔兄弟，都是具有标示性的动
画形象。但是近年来少有让人印象深刻的
科技动画形象，关键在于人物设计雷同，
缺乏个性。新时代，科技动画的人物形象
一定要有新的特点，它一定是儿童性格的
化身，是儿童可知可感的“身边人”，不仅
要有外在的突出性的标识符号，更要有内
在具有示范性的精神特质。

还要改进动画的叙事方式。叙事方式
一直是国产动画的弱项，创作者往往低估
儿童的接受能力，所以灌输型的叙事方式
较多，互动性的讲述较少。尤其是部分科
技动画因为叙事手法僵化，偏重知识性教
育，一不小心就做成了教学“示范片”，儿
童自然不爱看。近年来国产动画开始在叙
事上进行了探索，如《翻开这一页》《可爱
的中国》《丝路传奇大海图》等作品，通过
真人与动画结合叙事，古今双时空叙事，
加强了与儿童的互动性，让儿童有参与
感，这些都是科技动画应学习借鉴的。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影片”
《八子》，是根据赣南中央苏区真实历史
事件改编的战争题材影片，将于 6 月 21
日公映。该片由江西籍著名导演高希希
执导，董哲编剧，刘端端、邵兵、岳
红、何润东、程媛媛、于滨、高志强等
出演。

据瑞金干部学院副院长陈上海介
绍，被称为新中国“红色摇篮”的赣南
中央苏区当年总计有 33 余万人参加红
军，60 余万人参加赤卫队等支前作战，
有名有姓的烈士达 10.82万人，可谓“家
家有烈士，户户埋忠骨”。瑞金沙洲坝七
堡乡一位叫杨显荣的老人将8个儿子全部
送上战场的故事，正是当时赣南苏区人
民群众支援革命的真实缩影。影片 《八
子》 以 1934 年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进入
最艰难时期为背景，讲述了排长杨大牛
在6个弟弟全部壮烈牺牲后，带领全排战
士包括最小的弟弟满崽历经数次以寡敌
众的激烈战斗，与敌人浴血肉搏拼至最
后一刻、最后一人的悲壮故事。

“八子参军”的故事在江西地区家喻

户晓。大型赣南采茶歌舞剧 《八子参
军》 曾获第 12 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奖”。此次高希希将这一感人故事搬
上大银幕，引发业界及影迷的广泛关注。

影片将呈现感人肺腑的母子情、血

脉相连的兄弟情、生死与共的战友情以
及震撼人心的超燃战争场面，使观众更
加了解以赣南中央苏区为代表的老区人
民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的无私奉献和伟大
牺牲。

日前，由北京市委组织部指导并牵
头策划，北京电视台承制的 《为你喝
彩》 开始播出。作为全国首档聚焦人才
和营商环境的纪实节目，《为你喝彩》 聚
焦高精尖产业里的隐形冠军团队、领军
人物，通过纪录片的方式讲述他们在北

京成长圆梦的故事。
节目首期讲述了唐文斌从“清华学

子”到“科技创客”的成长经历。唐文斌等
用他们的价值观、行为准则以及因此收获
的成果，为广大青少年培育健康多元的价
值衡量标准和成长成才提供了指引图鉴。

北京市委组织部在人才和高精尖产
业的成长过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他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人才服务包，
支持企业引进高端人才，解决高管落户
问题等一系列切实政策，为旷视科技等
公司站上世界人工智能科技的顶端、位
列中国人工智能独角兽企业首位开启了

“高速通道”。北京的创新环境以及领先
国内的投融资环境，也为年轻创业者提
供了无可替代的资源优势。

《为你喝彩》不仅是一部为梦想奋斗
者的列传，多领域讲述了新时代追梦人的
奋斗故事，更立体展现了北京这座城市的
成人之美，全方位聚焦了北京的发展。

本报电（廖嘉俊） 今年是中俄建交 70 周年。正
在我国公映的俄罗斯电影《绝杀慕尼黑》，根据 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篮球决赛真实事件改编，讲述原苏
联队教练加兰任相信“没有永远屹立不倒的王者”，
带领队员们经过艰苦训练打败当时从未有败绩的
美国队的故事。这场比赛不仅是两支篮球队的比
拼，更成为两个国家的较量，一段历史被改写。

影片此前在俄罗斯上映时获得票房口碑双丰
收，以 30 亿卢布创下俄罗斯影史本土电影票房纪
录。在还原这段历史时，导演安东·梅格尔季切夫
尽可能冷静客观地记录一段过往。“这部电影并没
有把美国一方描绘成坏人，我们试图理解他们并
客观地展示这场比赛，尽力真实重现比赛中的双
方。”他说。

本报电（王 贺） 著名导演李少红
睽违大银幕13年后的电影作品《妈阁是
座城》，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由白
百何、黄觉、吴刚领衔主演，6 月 14 日起
已经在全国公映。

影片讲述了赌城女叠码仔梅晓鸥与
几位赌徒的纠葛：史奇澜原本是年轻有
为的艺术家，为“了解梅晓鸥”而进入
赌场，从云淡风轻的“晓鸥，带我去好
不好？”到狼狈的“我很快就能把欠你
的钱都还上”，一个艺术家陨落了。商
场上叱咤风云的段凯文，也在赌桌上渐
渐输红了眼，赌掉了风度和人格，与梅晓
鸥十几年的交情反而成了他下套的绳
索。而梅晓鸥的前夫卢晋桐，赌到兴头
上更是六亲不认。3 个截然不同的男
人，无论身价不菲还是平头百姓，上了赌
桌都是一样的豺狼性情。影片成为观照
人性的浮世绘。梅晓鸥，既是将赌徒引
入歧途的领路人，又是无良赌徒的受害
者；既是靠赌场牟利的中间人，又是不断
对赌徒伸出援手的“大女人”。她并不唯
利是图，反而为情所困。出演如此复杂
角色的白百何表示，这个角色“坚强、有
情有义”，“比影片中任何一个男性角色
都更大度，更宽容，更忘我”。

出品方之一博纳影业总裁于冬表
示，该片对现实的折射深刻而凄美，李少
红作为第五代导演的杰出代表，拍摄的
这部超大投资文艺片值得一看。

“云帅”是怎样“捧梅”的
□本报记者 苗 春

不久前凭一部《李商隐》获得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广东潮剧院一团副团长、文武女小生林燕云，是一位众所瞩目的
当红潮剧演员，潮剧迷们都亲切地称她“云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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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的林燕云在《李商隐》中的扮相 林燕云供图

第五代导演李少红

将严歌苓小说《妈阁是座城》

搬上银幕

电影《妈阁是座城》 百度图片

《为你喝彩》：

喝彩北京梦
□封 琴

爱奇艺开启“夏日青春漾”

张艺兴2019大航海巡回演唱会启航

俄罗斯电影《绝杀慕尼黑》 百度图片

《绝杀慕尼黑》

再现慕尼黑奥运会篮球决赛传奇

《绝杀慕尼黑》

再现慕尼黑奥运会篮球决赛传奇

国产科技动画
提升空间很大
□胡 祥

电影《八子》宣传照 出品方供图

“八子参军”的故事院线即将公映

江西籍导演高希希执导
□毕小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