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文化万象文化万象责编：赖 睿 邮箱：lairuismile@126.com责编：赖 睿 邮箱：lairuismile@126.com

2019年11月25日 星期一

本报电 （唐 敏） 七十华诞，“我和我的祖
国”并肩前行，“国庆阅兵”，彰显大国风采。

“5G”开启万物互联，“流浪地球”引领中国科
幻。“垃圾分类”拎得清，“减税降费”已成行。
上班“996”，下班“ICU”，生活“我太南了”！
加入“夸夸群”，摆脱“柠檬精”，其实一切“都
挺好”。

11 月 20 日，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
心、商务印书馆、人民网、腾讯公司联合主办，
央视新闻、微博、快手、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
媒 大 学 、 华 中 师 范 大 学 等 协 办 的 “ 汉 语 盘 点
2019”在京启动。“汉语盘点”已举办14年，旨在

“用一个字、一个词描述当年的中国与世界”，鼓
励全民用语言记录生活，描述中国视野下的社会
变迁和世界万象。

12 月 3 日前，网友可通过人民网、微信、微
博等活动专区推荐字、词。12月4日至8日，专家
评委评选各组前5位字、词。12月9日起，网友可
通过活动专区或手机投票并参与抽奖，赢得商务
印书馆精品图书以及工具书APP。

你想用什么字、词形容2019？

由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系创作排演的舞
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以下简称《梁祝》） 日前
亮相国家大剧院第十二届“春华秋实”展演周。
今年8月到9月，该剧刚刚完成了美国四城的交流
巡演，获得热烈反响。

舞剧 《梁祝》 首演于 2018 年 5 月，是当年国
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作品资助项目之一，并获得
北京舞蹈大赛“舞剧舞蹈诗”最佳作品奖。该剧
取材于家喻户晓的中国民间经典爱情故事“梁
祝”，以中国古典舞语汇构建作品内容，以意境化
的方式、现代化的手法和简约的舞台视觉呈现，
传达中国古典舞蹈的魅力和东方文学艺术的独特
意蕴。

《梁祝》 集结了北京舞蹈学院校内外精英团
队，包括艺术总监庞丹、监制胡淮北、总导演兼
编剧李恒达、执行导演黄佳园等主创人员。该剧
总导演、旅美舞蹈艺术家李恒达毕业于北京舞蹈
学院，是中国首批国家一级演员。他曾在 1987年
编创表演双人舞 《梁祝》，此次参与舞剧 《梁祝》
的创作，他感到很兴奋。

“中国舞至今没有像芭蕾舞 《罗密欧与朱丽
叶》《天鹅湖》 那样脍炙人口的舞剧。身在异国
他乡，每次和同事朋友说起来，总觉得是莫大
的遗憾。”李恒达表示，希望能以一部更成熟丰
满的舞剧作品来重新诠释梁祝的优美传说，让
自己挚爱的中国舞能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应有的
光芒。

今年 8 月至 9 月，北京舞蹈学院教学实践中
心及中国古典舞系师生一行44人出访美国，将舞
剧 《梁祝》 带到美国拉斯维加斯、旧金山、洛杉
矶和西雅图四座城市巡演。为让外国观众更好地
理解，舞剧英文名称翻译为 《Butterfly Lovers》。
充满中国元素的故事和肢体语言以及现代表现
手法的精彩演绎，引起了海外观众及华人侨胞
的共鸣。

本报电（邢梦雨） 由俄罗斯联邦文化部、中
国电影博物馆等主办的中国俄罗斯电影周于 11月
19日至25日在京举行。电影周期间，包括 《女狙
击手》《草稿》《没有我》《瘦身大战》《坦克》 等
在内的8部电影在北京俄罗斯中心、中国电影博物
馆陆续上演。8部影片涉及战争、喜剧、爱情等不
同题材。其中，影片 《女狙击手》 斩获了第五届
北京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女演员奖。

中国俄罗斯电影周是中俄人文合作计划的一
部分，其目的是增进中俄电影领域的交流，使中
国观众有机会了解更为多元的俄罗斯文化。

本报电 （胡 锐） 经过两年多细致打磨和排练，
话剧 《来去无尘》 将于近期在北京首演。该剧根据作
家宁新路同名长篇散文改编，讲述了新中国第五任财
政部长吴波鞠躬尽瘁、廉洁奉公的感人故事。

吴波年轻时就确立了“一生无产”和做真正的共
产党员的初心，并贯彻到生命的最后，从未利用手中
的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求任何利益。2005 年吴波逝
世，他留下遗嘱，坚持将分配的两套单元房交还。他
的工资多半用于帮助经济困难人士，一辈子留给儿孙
的只有3万元存款。

该剧导演柳玉林说，《来去无尘》表现的几乎全是
吴波生活中的细节。在处理这些细节时，主要原则是
既要真实，又要用一些戏剧的、浪漫的手法，增强真
实故事的感人力量。

本报电（记者郑 娜） 2019 年王国维戏曲论文奖颁
奖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与中国戏曲理论的发展”学术
研讨会日前在浙江海宁举行。

王国维戏曲论文奖今年投稿总数达 276 篇，创历年
最高。最终有 20 篇论文获奖，其中赵婷婷的 《有根的
中国戏剧：王国维戏曲研究的世界视野与文化自信》、
黄静枫的 《20 世纪 50 年代越剧 〈梁山伯与祝英台〉 文
本生成始末——兼论“戏改”中民间传说改编的权衡机
制》、浦晗的 《戏曲研究的“价值尺度”与“典范转
移”——以 〈琵琶记〉“大讨论”为中心的剧学史审视》
3篇论文获一等奖，其余17篇论文分获二、三等奖。获奖
论文除了研究传统的文本解读、剧目分析、文献考证
外，还研究戏曲音乐、戏曲批评、戏曲传播、舞台表导
演、戏曲发展现状等。获奖论文还运用了文化学、民俗

学、生态学、图像学等新的研究方法。
王国维戏曲论文奖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浙江省文

联、海宁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戏曲理论学术奖，旨在
选拔优秀戏曲研究人才，激发学术人才创新活力，推动
戏曲学科人才建设。奖项自 2000 年首次举办，每 3 年一
次，共有1400多人参加评奖，188位参评者荣获奖项。这
些获奖者既有专门从事戏曲研究的资深理论工作者、大
学教授，也有在校博士生、硕士生以及活跃在舞台艺术

实践一线的创作人员。20年里，这些获奖者已成为戏曲
院所、高等院校的戏曲研究中坚力量。

每届王国维戏曲论文奖在为获奖者颁奖的同时，都会
举行学术高峰论坛，针对最新的戏曲学术话题展开讨论。
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论坛的主题是“70年来戏曲
理论建设与发展”。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专家学者逾 50
人，围绕各地方戏曲70年发展、地方现代戏70年的创作实
践、地方剧种研究、戏曲理论建设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从2016年起，北京卫视《跨界歌王》已经陪观众走
过了 4 个寒暑。10 月 12 日，《跨界歌王》 第四季开播。
与往季相比，新一季 《跨界歌王》 打出“人生如旋律，
跨界有故事”的口号，进行了大改版，取消了淘汰与补
位的竞赛机制，在坚守音乐内核的前提下，加入了访
谈、舞台剧、真人秀等新元素。

取消竞赛机制，节目因此少了很多戏剧冲突。但与
此同时，嘉宾们没有了晋级压力，更愿意展现自己的真
实想法，唱自己想唱的歌。节目第四期，香港演员罗嘉
良的到来，给观众带来了惊喜。

节目中，罗嘉良唱响了黄霑经典作品 《沧海一声
笑》，豪迈大气又略带沧桑的嗓音，带人重温香港影视
剧的黄金时代。罗嘉良说，当年自己的演技很少被人肯
定，在拍94版《射雕英雄传》时，他偶遇黄霑。黄霑说
他应该去演主角郭靖，这给了他很大鼓励。于是，在

《跨界歌王》 的舞台上，他唱 《沧海一声笑》 来纪念黄
霑。此外，节目组嘉宾还与罗嘉良合唱了《世间始终你
好》《倩女幽魂》《上海滩》《男儿当自强》《我的中国
心》。这些歌曲都是黄霑的作品，现已成为浓缩的时代
标本和全球华人共同的记忆。

音乐是《跨界歌王》的内核。罗嘉良说，跨界歌王

的特点就是它一定要唱现场，观众可以看到表演者的真
正实力。《跨界歌王》 的舞台分为三个区域，第一个区
域是三层楼高的戏剧表演区，第二个区域是可升降移动
的音乐表演区，第三个区域是移动访谈区。丰富的场景
使节目能够承载更多的内容。罗嘉良不但激情澎湃演唱
了歌曲，而且观赏别人的表演，演绎了自己的人生故
事，金句、包袱不断，泪点、笑点齐飞。

2019汉语盘点等你“盘”2019汉语盘点等你“盘”

中国舞剧《梁祝》绽放光芒

本报记者 郑 娜

罗嘉良在演唱《沧海一声笑》

吴波扮演者颜勤（左）和吴波夫人邸力扮演者郑子茹

舞剧《梁祝》舞台照

中国俄罗斯电影周展映8部电影中国俄罗斯电影周展映8部电影

王国维戏曲论文奖颁奖暨研讨会举行

聚焦70年戏曲发展

罗嘉良：用歌声演绎家国情怀
胡 锐

话剧《来去无尘》讲述“财长”故事

初冬时节的厦门，依然树绿花红，椰风海韵，风光
无限。11月19日至23日，第28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在

“诗与远方”兼备的厦门，举办了一场真正“面朝大海”
的电影盛会。

人心最齐最隆重的一届电影节

很多业内人士说，本届电影节“成功、精彩、难
忘”。著名演员张国立深有感触地表示：“参加过很多届
电影节，这届人心最齐，最隆重。”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闫少非说，本届金鸡百花电
影节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刚刚过去、举国振奋的
情绪还未褪去的气氛中召开的。70年来，一代代中国电
影人用手中的摄影机拍摄时代旋律、书写人民情感、记
录社会变迁。无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白毛女》 等红色
经典，还是新时期以来四代导演同台活跃时拍出的 《庐
山恋》 等如云佳片，抑或陈凯歌、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
异军突起拍摄的 《红高粱》 等杰作，还有主旋律影片

《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等，都是当时影坛的亮丽
风景。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
大电影市场，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中国电影确立了独立
自主的电影体制，多样式多类型的电影创作百花齐放，
共同构成了独具民族文化特色的“中国电影学派”，并努
力用光影中国梦向全球传播崛起的中国新形象。今年，
科幻片 《流浪地球》、动画片 《哪咤之魔童降世》、现实
题材影片 《我和我的祖国》《少年的你》 等高口碑国产
片，都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也印证着中国电影正在
从高速发展的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本届电影节组委会主任张
宏介绍，本届金鸡奖评委遵循“六亲不认，只认作品；
八面来风，自己掌舵；不抱成见，从善如流；充分协
商，顾全大局”的评奖方针，以实名制投票方式评选产
生了 19个奖项。本届电影节还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电影文化活动，如开闭幕式文艺演出和颁奖，包括国产
新片推介展映、金鸡国际影展、港澳台影展等活动。电
影节还举办了丰富的学术活动，如中国电影高峰论坛、
导演论坛、新时代中国电影投资与发展论坛等三大主题
论坛，并首创了金鸡电影创投大会。

厦门迎来高光时刻

本届电影节传出的最令人振奋的消息，就是从今年
开始，金鸡奖将每年评选一次。原本从今年开始，中国
金鸡百花电影节 （金鸡奖年份） 长期落户厦门，厦门获
得未来五届十年的举办权，现在有可能变成了十届。中
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创立20多年来，足迹遍布全国26个城
市，未来十年驻足一个城市，这是第一次。

厦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戴志望说，厦门对办好电影
节有恒心，发展影视产业有决心，推动影视产业高质量
发展有信心，支持影视产业发展有真心。

厦门是一片适合电影生长的沃土，与电影有着不解
之缘。早在 1928 年，电影 《火烧红莲寺》 就在厦门取
景。新中国成立后，一批取材取景于厦门的电影，让这
座海滨城市走进国人的集体记忆，《英雄小八路》《小城

春秋》 等影片见证了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台湾往事》
《云水谣》 等影片诠释着挥之不去的两岸乡愁。近年来，
厦门更是在 《疯狂的赛车》《西虹市首富》《烈日灼心》
等一大批影视作品中频频出镜，如今每年有近200部影视
剧在厦拍摄，厦门成为影视界公认的天然摄影棚。

进入新时代，厦门不满足于仅做电影外景地，也有
雄心进军影视产业。目前，厦门拥有一个省级重点影视
产业园区，聚集了影视特效等500多家电影企业，电影产
业呈集群化发展态势。

戴志望介绍，本届电影节形成了活动数量创历史之
最、活动质量创历史新高的良好局面。厦门坚持“全域影
城”的思略，突出“以节促产”的理念，办成“全年金鸡、全城
金鸡”，电影节成为市民广泛参与的群众性节日。15项论
坛活动向社会开放预约，推出 6 天 84 小时 5G 全景直播。
目前，厦门部署了影视产业发展的3年行动计划，专门制
定出台影视产业发展规划和专项扶持政策，力争在 2022
年将厦门打造为全国影视产业发展新高地，在 2025年成
为新时代中国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典范城市。

电影节是国家电影发展的缩影

在本届电影节上，2020 年春节档期将上映的电影新
作 《中国女排》《唐人街探案三》《紧急救援》 等接连发
布预告片，有的还在电影节期间亮相，令人对春节档影
片充满期待。另据统计，到目前为止，2019年度票房排
名前 10 的影片中，国产片占据 8 个席位，更有一大批优
秀国产影片收获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长丁亚平说，随着电
影迈向市场化和全球化，中国电影的创作空间越来越广
阔，中国已经成为亚洲乃至全球最具发展活力的电影市
场，国产电影的创作高峰正在形成。

影片 《过昭关》 导演霍猛说，七八年前经常听朋友
讲他们不看国产片，只看好莱坞大片。但这几年朋友们
经常向他推荐国产片。“这是靠每一位创作者踏踏实实勤
勤恳恳努力，用一部部好作品把大家对国产片的期待和
信心拽回来了。”他表示，电影节为国产中小成本影片提
供了跟观众见面的平台，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影片 《进京城》 导演胡玫 20多岁时曾发誓将来要让
外国人也像当年中国人追看外国电影那样，追看中国电
影。这个誓言激励着她几十年如一日潜心创作。如今她
执导的女性题材、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在海内外产生了巨
大影响，《进京城》也曾在海外上映，引发关注。这部影
片传承弘扬了中国传统京剧文化，也是胡玫自己的兴趣
所在。通过这部电影，她做到了个人表达和时代诉求的
结合。

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认为，电影业当下要思考的
问题，一是要创新，比如市场上反响好的影片都是题
材、类型以及表现手法的创新之作。如 《我和我的祖
国》 就是组织形式和题材表现形式的创新。还有就是要
培养人才。

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屹表示，电影节是电
影人的聚会，更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电影发展的缩影。
未来的电影节一定会在改革创新的滚滚浪潮中绽放出新
时代的精彩与活力，让中国电影这张亮丽的名片更加耀
眼夺目。

面朝大海的电影盛会
本报记者 苗 春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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