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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李飚特制打击乐丝路主题
第十届中国国际青年艺术周鼓声中开幕
北京晨报讯 （首席记者 李

一首《瓦伦西亚》把观众带到
巴西欢快的桑巴节奏中，享誉国
际的著名打击乐演奏家李飚和
他的打击乐团昨晚在天桥艺术
中心用这首欢快清脆节奏的舞
曲，为第十届中国国际青年艺术
周拉开帷幕。
在未来的三周里，以北京为
主会场，分会场遍及上海、广州、
济南等全国 12座城市。活动期
间，将有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
等 36个国家及地区的 115台、
244场优秀节目与观众见面。艺
术形式涵盖音乐会舞蹈、室内
乐、戏曲、音乐剧等。除演出之外
还将有展览、论坛、艺术教育与
培养等多种形式的艺术活动，包
括“虚拟车间——
—互动媒体艺术
展”、“国际青少年手写手绘明信
片优秀作品展”、“国际青年艺术
—
交流展”、“为祖国山河立传——
青年山水画家名山写生展”等。
第十届中国国际青年艺术周
的开幕式音乐会是李飚和他的打
击乐团为青年艺术周特制的音乐
礼物，主要演员来自 8个国家及
地区，其中 7位年轻打击乐家来
自于柏林音乐学院，他们同时也
是李飚的学生。还有来自香港由
澄）

《无心法师 2》继续上演捉妖记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冯遐）

阎学敏大师带来的中国民族音乐
演奏家一同参与这次音乐会。在
音乐会中，不仅有巴西、西班牙、
法国和美国作曲家的作品，更有
李飚团队为本届青年艺术周专门
打造的《身体打击乐》。
据主办方介绍，今年是中国
国际青年艺术周创立十周年，除
了开幕式的演出迎来艺术周的
“开门红”，艺术周的闭幕演出即
是对我国“一带一路”的展望，又
是对“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主题的
凸显，邀请香港京昆剧院著名演
员邓宛霞举办专场演出。今年还
邀请了香港特区的青年艺术团组

来内地参加“青年周”，与内地优
秀的青年艺术人才进行交流演
出、互动对话等多个环节。在“丝
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板块中，从
今年开始，每年选择一个地区的
剧院联盟成员单位进行青年文化
交流。今年是我国与乌克兰、白俄
罗斯建交 25周年，故计划在青年
周期间与欧亚地区的乌克兰、白
俄罗斯、立陶宛、罗马尼亚等 4国
的成员单位在演出、艺术教育等
方面进行合作，随后将与亚洲地
区、西欧地区、亚非地区及拉美地
区的成员单位进行文化交流。
北京晨报记者 柴春霞 / 摄

竞争激烈《缝纫机乐队》也不挪档

大鹏：我从来就没有野心
北京晨报讯（记者 杨莲洁）

大鹏执导的第二部电影《缝纫机
乐队》定于 9月 30日上映，让目
前确定进军国庆档的电影数量
增加到了 13部，竞争异常激烈。
大鹏昨天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
定档的时候就没有野心，现在竞
争激烈也不会挪档期。
《缝纫机乐队》讲述了小城
集安“摇滚公园”将被拆除，摇滚
青年胡亮（乔杉饰）请来了失败
的乐队经纪人程宫（董成鹏饰），
组建“缝纫机乐队”，试图保住
“摇滚公园”的故事。昨天该片举
行了“怼大鹏”为主题的发布会，
让大家发泄对导演大鹏的不满。
娜扎吐槽说，自己最初拿到《缝
纫机乐队》的剧本时，并没有太
多感情戏。没想到进组之后，不
仅感情戏份越来越多，最后还加

上了一场和大鹏的吻戏。吓得大
鹏赶紧澄清：“这个主要是编剧
的主意，你们要去问他。”
主办方还收集了网友怼大
鹏的评论让他现场回应。其中有
网友指出：“光看影片上映档期
就感受到了董某人赤裸裸的企
图心。”大鹏解释称，《缝纫机乐
队》定档国庆的时候，因为当时
这个档期只有两部电影——
—冯
小刚的《芳华》和《缝纫机乐队》。
“我当时还给冯导发了条信息，
说我来跟您一起，这样就不寂寞
了，结果哪想到现在我们俩都不
寂寞了。”大鹏无奈笑着说。随着
越来越多的电影宣布在国庆档
上映，国庆档影市的竞争只会越
来越激烈。但大鹏表示，《缝纫机
乐队》不会挪档期。

小分队”，年仅 17岁的新秀李
兰迪通过海选首次加盟，饰演
苏桃一角，历经角色的巨变成
长，到情窦初开、逆境成长，小
姑娘对角色的演绎和情绪拿
捏都相当到位。第一季中灵气
逼人的岳绮罗的扮演者陈瑶，
此季“变身”上海滩阔少小丁
猫，这是陈瑶首次出演男性角
色，相当颠覆。
制片人蔡艺侬表示，
“相比
第一季改编自原著小说，第二
季有超过 9成是原创故事，准
确地说，只是借用了《无心法
师》原著的人物。我们接下来还
将再做第三季、第四季和两部
电影。”

中国儿艺戏剧夏令营打造艺术之旅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和璐

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主办
的第七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目
前已接近尾声。本周末，由圣
彼得堡市布良采夫青年剧院
带来的童话音乐剧 《绿野仙
踪》以及荷兰寂静舞蹈剧团带
来的肢体剧《会飞的奶牛》相
继上演。此外，中国儿艺举办
的“逛故宫 看儿童剧”文化艺
术主题夏令营活动也获得了
圆满成功。
此次俄罗斯版本的童话
音乐剧《绿野仙踪》在人物及剧
情上与中国观众熟知的《绿野
仙踪》版本有所不同。该剧以
治愈性为主题，让孩子在观看
之余重视“家”的含义，感受亲
情、友伴的珍贵。
璐）

由荷兰寂静舞蹈剧团带来
的《会飞的奶牛》以肢体剧的表
演形式给大小观众们留下了深
刻印象。荷兰寂静舞蹈剧团的
创作宗旨是从日常世界中取
材，创造适合孩子感官的抽象
世界，激发孩子讲述他们自己
的、具有无边想像力的故事。
此次戏剧节除了演出，还
有为孩子们精心准备的夏令
营活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联
手故宫博物院，举办“逛故宫
看儿童剧”文化艺术主题夏令
营，80余位小营员在拥有 600
余年历史文化的故宫听最专
业的讲解，上最有趣的文化课，
体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
传统文化与中国儿童戏剧艺
术的联合创新和共同发展。

《红游记》输送儿童正能量
北京晨报讯 （记者 韩英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 90周年，26集电视动画系
列片《红游记》前日在京举行发
布会。该片旨在让广大少年儿
童进一步增进对党的认识与热
爱，凝聚起奋力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强大正能量。
《红游记》精选 26个苏区
时期发生在瑞金的重大事件和
经典故事，结合少年儿童的审
美习惯和视觉文化特点，以动
漫形式寓教于乐，让革命事件
更加形象生动，大大增强了红
楠）

北京晨报记者 柴春霞 / 摄

连恩·盖勒格钟情中国传统文化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琳）日
了一曲《Live Forever》，用这种
前，让中国乐迷苦等了 26年的 方式欢迎偶像。而演唱会一开
英伦摇滚传奇主唱连恩·盖勒格 始，连恩·盖勒格就给了大家一
（LiamGallagher）的首次中国 个巨大的回礼，伴随舞台上灯光
巡演在北京奥体中心起航，连 的闪烁，连恩·盖勒格戴着墨镜，
恩·盖勒格在演唱会上拿着的写 手拿写有“国家宝藏”的中国扇
有“国家宝藏”的折扇让人过目 步入舞台中央，全场乐迷齐声呐
不忘，而在演唱会开始前的采访 喊他的名字，演唱会直接进入高
中连恩·盖勒格也一再表示自己 潮。演出过程中，连恩·盖勒格先
后演唱了《RockNRoll Star》
非常喜欢中国传统文化。
演唱会当晚，连恩·盖勒格 《Morning Glory》《Wall Of
还未亮相，内场乐迷就率先合唱 Glass》《Bold》《Better Run

两年前，网剧《无心法师》曾因
新颖的题材和精良的制作成
为“网剧良心”；如今由原班人
马打造的《无心法师 2》将于 8
月 14日在腾讯视频和搜狐视
频同步上线。近日，主演韩东
君、陈瑶、李兰迪等亮相发布
会，为开播助阵。
《无心法师 2》讲述了无心
（韩东君饰）在孤岛时期的上海
滩与小丁猫（陈瑶饰）、苏桃（李
兰迪饰）、顾基、白琉璃之间展
开的一段段历险故事。在发布
会之前，出品方唐人影视还举
行了媒体看片会。剧中，韩东
君继续领衔“不老不死的捉妖

Better Hide》等新老作品，接近
尾声时，乐迷们终于等到了期待
已久的《Wonderwall》和《Live
Forever》。今晚，连恩·盖勒格将
继续他的中国巡演之旅，在深圳
春茧体育馆开唱。这是连恩·盖
勒格第一次来到中国内地，他说
中国的年轻人跟老家曼彻斯特
的很相像，喜欢的东西也差不
多，“中国很大，路也很宽。我非
常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不是
男孩团体之类的流行文化。”

色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是
一部面向当代少年儿童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也是一
部具有良好现实意义的红色文
化启蒙教育片，必将对培养青
少年的爱党爱国情怀、推动红
色基因代代相传产生重要的促
进作用。
动画片主创之一、导演方
曙先生接受了主持人的现场采
访，他表示，瑞金的红色故事很
多，红游记只是开头，以后还会
继续挖掘故事，争取把红色动
漫 IP做大。至于红色故事如何
做现代解读，方曙导演表示，本
片是一个尝试。红色文化可以
很时尚。启蒙，即通过感受故事
本身完成少年儿童对党的情感
启蒙，对红色文化和革命历史
的兴趣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