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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湖赤卫队》 重温红色情怀

献
礼

国家大剧院版民族歌剧迎来第五轮热演
北京晨报讯 （首席记者 李

10月 1日至 6日，国家大剧
院版红色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
卫队》迎来第五轮热演，总导演张
继钢领衔原班制作团队以震撼的
舞台呈现感染了现场观众，
“千里
洪湖”的壮阔景观、优美动听的经
典旋律，带领观众再度重温红色
革命情怀，向祖国 69周年华诞
献上诚挚贺礼。
首演当晚，著名指挥家张国
勇执棒青岛交响乐团为观众奏响
了熟悉的旋律，一展红色经典歌
剧的不朽魅力。伴随着悠扬动听
的序曲，舞台呈现出一片波光粼
粼的洪湖景象，四位赤卫队员用
力拉动缆绳，船帆缓缓升起。
“千里洪湖，荷田深处”的经
典画面让观众在“洪湖”的美景
中，跟随剧中人经历革命的曲折
艰辛、分享胜利的喜悦激动。其
中，青年歌唱家王庆爽形神俱佳
的演绎，将韩英女中豪杰的形象
塑造得十分具有层次感；歌唱家
王凯以充满力量的歌声，演绎出
刘闯威武阳刚的硬汉形象。此外，
女高音歌唱家黄华丽，将韩母对
于女儿的不舍之情和面对恶霸刚
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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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设计周
全球设计师演绎“汉字之美”
北 京 晨 报 讯 （记 者 张

青年歌唱家王庆爽（中）将韩英的形象塑造得十分具有层次感。

正不阿的气势演绎得十分到位；
青年歌唱演员王相周，则将秋菊
对于革命事业的满腔热血演绎地
触动人心。而再度加盟本剧演出
的表演艺术家李琦、杜旭东，同
样将彭霸天和王金标两个反面
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国家大剧

院合唱团则在“保卫苏维埃 保
卫家乡”“洪湖赤卫队之歌”等唱
段中，以沉稳大气的演唱烘托出
群情激昂的气氛。许多观众情不
自禁地跟着艺术家轻声哼唱着
熟悉的旋律，甚至在动情之处潸
然泪下。

看 影偶艺术绽放台湖
剧 艺术周第二单元开启 移步通州区文化馆

北京晨报讯（记者 荀觅）10
月 1日，由北京市文联、中共北
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共同创办
的 2018北京（台湖）影偶艺术周
在通州区台湖公园正式拉开帷
幕。国庆期间，共有来自瑞士、英
国、西班牙、以色列、比利时、越南
六个国家的七个剧团的八个风
格各异的剧目献演于艺术周，每
个团队分别展演两天演出 6场。
今天起，影偶艺术周将移步通州
区文化馆，开启第二单元的演出
和论坛活动。
艺术周通过表演、展演、游
艺、学术交流等多种方式来打造
传统非遗影偶戏剧传承的新空
间。艺术周期间邀请了国内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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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专业影偶剧团，共计 65场影
偶演出。国庆期间，三顶演出帐
篷同时开演，每天各有三场演出，
可总计容纳观众每日超过 1500
人次。其中，最令人惊喜的莫过
于一系列高达 3米的背架木偶
环游演出，这些人偶造型神态逼
真，以一种静默的语汇展现百态
人生，达到了与造化同工的境界。
大木偶打破了剧场固有空间的界
限，游览的人群在等待、寻找、围
观、跟随中身临其境地参与体验。
本次艺术周采取“免费不免票”举
措，2400张的戏票通过网络向广
大市民公开预约。
即日起，影偶艺术周将移步
通州区文化馆。10月 9日至 12

日，将有来自越南国家木偶剧团、
北京皮影剧团和中国木偶艺术剧
院的 4场演出。10月 13日举办
“新时代的影偶传承与发展——
—
2018北京（台湖）影偶艺术周国
际论坛”，就当今世界影偶发展趋
势、中国影偶的现状与前景、影偶
与中国当代戏剧舞台等主题进行
讨论，邀请到国外著名影偶专家
学者迪迪埃·普拉萨赫（Didier
Plassard） 和 理 查 德·哈 德 曼
（RichardHardiman）；联合国■
科文组织国际木偶联会中国中心
主席李延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戏
研所所长王馗、中戏舞美系教授、
偶戏专业主任胡万峰、上海戏剧
学院木偶专业副主任等。

赏 李宝春自编自导自演伶人戏
戏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和璐璐）

10月 5日晚，北京文化艺术基金
2017年度资助项目，北京天桥
盛世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
品、演出的剧戏音乐剧 《杨月
楼》，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中剧
场首演。
本剧由李宝春自编自导自
演，金士杰担纲艺术顾问，杨立
新任表演指导，李宝春、何赛
飞、金士杰、孙丽英、陆锦花领
衔主演，以戏曲跨界融会话剧、
评弹、交响乐、RAP等多种艺术
样式的创新形式，演绎晚清四
大奇案之一杨月楼案。李宝春

“汉字里面蕴藏着中国人
独特的观念秘密，从汉字的
成长中可以看到中华民族
和文化心灵的成长。”近日，
以“家和万事兴”为主题的
第二届“汉字之美”全球青
年设计大赛在北京市东城
区美术馆后街 77文创园举
行，“ 汉字之美”全球青年设
计大赛总召集人、首都文化
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究院
院长于丹在大赛上阐述了汉
子活化的意义。盛典现场还
揭晓了“汉字之美”2018全
球青年设计大赛的 17个重
量级奖项。作为北京国际设
计周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
之美”的优秀作品展也已面
向公众免费开放。
“汉字之美”2018全球青
年设计大赛以“家和万事兴”
为主题，邀请来自世界各地
的青年设计师在大赛的三十
字字库基础上将汉字与中国
文化融入现代设计美学与技
术。大赛于今年 3月 15日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领
事馆正式启动，经过五个月
的时间征集了来自中国、美
国、韩国、法国、马来西亚等
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2300
份优秀作品，作品覆盖视觉
传达设计、产品设计、空间设
计和服装设计等领域。
硕）

创排《杨月楼》运用了影像、话
剧、交响乐多种混搭，但遗憾的
是这样形式上的大杂烩，并没
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只是简单
的拼接，还不如单纯的戏韵弹
唱让人觉得过瘾。李宝春创排
这个作品，有感于戏曲前辈的
曲折命运，但没有写出故事的
传奇性。整体看来平铺直叙，而
且李宝春和何赛飞两个半百老
人在舞台上装扮年轻夫妻谈恋
爱视觉上非常别扭。
李宝春出身京剧世家，其父
是有着“李神仙”之称的京剧大
师李少春。1990年参加辜公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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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基金会京剧推广小组，成
立“台北新剧团”迄今，李宝春
创作过 《曹操与杨修》《孙膑与
庞涓》《宝莲神灯》《弄臣》 等二
十余出“新编戏”，他打造的“新
老戏”已然成为品牌，吸引众多
年轻目光。
该剧多媒体投影展现清末上
海滩的风情、杨月楼十几年的形
象跨度等，还交替播放李少春与
李万春的精彩猴戏片段，让两位
猴王“同台献技”，抒发李宝春追
念先辈之情思。剧戏音乐剧《杨月
楼》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
连演三场。

盛典现场揭晓了“汉字
之美”2018全球青年设计大
赛的 17个重量级奖项。青年
设计师宋嵩凭借《汉字之美
之衣食住行》一举夺得全场
大奖，宋海永的《鸣德风铃纨
扇灯》荣获金奖；另有五名选
手获得银奖，十名选手获得
铜奖，50件优秀设计作品荣
获优异奖。
于丹认为，大赛让汉字
从静默的被书写走到了活化
的应用，让它从大学院墙之
内的研究，走向了国际设计
师的灵感。“今天的汉字还在
不断地成长着，无论是它和
计算机互联网的融合，还是
它和设计思维的融合，再到
它与国际字母文化圈的融合
等，都是汉字不断生长的力
量的生动显示。”
于丹还评价道，本届大
赛体现了深邃且前卫的设
计理念。例如，美国设计师
WilliamCato的作品《寰》。
这是一款大家族社交媒体
手机应用界面设计，于丹教
授评价该作品体现了“未来
价值取向”，既实用又有温
情。于丹教授认为百姓日常
之用并不仅仅是我们握在
手里、当下可以用的便携式
的小器物，也可以是在虚拟
空间里体现汉字积极取向
的设计作品。

白举纲音乐传递正能量
北 京 晨 报 讯 （记 者 王

近日，白举纲正式发布第
三张专辑《耳盲》并正式开启
全国六站公路巡演，首站在
北京疆进酒音乐现场上演。
演出现场由白举纲发起的
“城市降噪行动”也正式启
动，“城市降噪”意为自己的
内心发声，通过音乐正能量
让身心变得自在。
《耳盲》以赤、蓝、青、白调
色概念，描述了白举纲一路
成长的心境，既有赤子之心
士气回归，力挽狂澜之志，又
有胸怀梦想的赤子之魂。演
出当晚白举纲先后带来了
《无恙》《燃》《当我在见到你
的时候》等作品，在演唱《当
我在见到你的时候》时台下
歌迷齐声大喊“小白加油”，
场面尤其动人。白举纲也动
情地表示虽然大家做不到
完全了解彼此，但音乐可以
拉近彼此的距离，让大家更
加了解。“我可能不够了解
你们每个人，你们也不完全
了解我，但通过音乐让我们
琳）

彼此了解。”白举纲的此次
巡演从北京出发，此外还包
括了长沙、成都、上海、重
庆、深圳其他五站，同时也
启动了“城市降噪”主题行
动，通过音乐的能量让城市
里的“居民”振奋起来，如山
谷里一样自在，据悉舒淇等
人已经加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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