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一” 建军节来临之际， 顺义区仁和镇在武警四支队举办2017
年 “五月的鲜花” 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文艺汇演， 用精
彩的节目慰问官兵并致以敬意和送上祝福。

此次活动的14个文艺节目都是由仁和镇各村、 社区居民以及武警
部队官兵精心准备并亲自表演。 此次活动为部队官兵送去了 “八一”
建军节的祝福， 通过各种警民共建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加强了警民关
系， 促进了社会和谐。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五月的鲜花”走进武警部队

新华社电 国家话剧院新创
话剧 《兰陵王》 11日晚在国话剧
场首演。 在中国话剧110周年之
际， 该剧通过深层次的民族情感
和道德哲思， 力求进一步探索中
国话剧的民族化。

话剧 《兰陵王》 从北齐名将
兰陵王的传奇故事发展出全新的
情节， 将兰陵王设置成一个因目
睹父王被害而用女儿态掩藏真性
情的柔弱王子， 齐后为唤回兰陵
王的男儿血性 ， 交予他先王遗
物———神兽大面， 戴上大面的兰
陵王神奇般地平添雄伟气概，在
战场上所向无敌， 却也同时走到
冷酷无情、 暴虐可怖的人性另一
个极端。 最终齐后用母性的牺牲
帮助兰陵王告别迷途回归本我。

身为戏曲作家的罗怀臻首次
涉足话剧。 他说， 希望借历史题
材以当代观念对人性进行深刻的
探讨 ， 刻画人性中 “羊性 ” 和
“狼性” 的两极， 拷问灵魂的真

实和人性的复杂。
该剧导演王晓鹰在剧中大量

运用了戏曲、 傩戏等民族元素，
让演出更具趣味性。 王晓鹰说，
在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之际 ，
作为舶来品的话剧 “民族化” 探
索绝不应是用简单的戏曲形式作
为色彩和装饰来讲中国故事， 而
是运用具有现代舞台艺术品格的
跨文化呈现， 传递出深层次的民
族情感和道德哲思， 在自己 “中
国意象现代表达” 的探索创新上
不断走向深入。

本剧在舞台效果上突破了写
实模式 ， 具有魔幻色彩和象征
性。 悬挂于舞台上方雄伟巍峨的
神武宫房顶， 像是一个巨大的铁
笼子， 囚禁着剧中的人物内心。
随着灯光变幻， 衬于舞台底幕的
巨大面具支离破碎， 巨幅红绸从
天而降， 铺满舞台， 剧中人物在
鲜红中找回了迷失的本心， 具有
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昨天， 东城区东花市街道举办了第二届 “我是宣讲家” 百姓宣讲
总决赛。 进入决赛的10名选手， 用感人肺腑的语言， 把自己的亲身经
历、 亲眼目睹的感人故事娓娓道来。 共200多位社区观众聆听了身边
美丽动人的故事。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职工文化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由北
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面向首都各
级工会会员开展的盆景艺术基础
培训班于7月9日结束， 共42人顺
利结业。 本期课程请到了清华大
学教授、 北京市盆景艺术研究会
会长等知名专家学者为学员们进
行授课。

据悉， 此次盆景艺术基础培
训班的开办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丰富广大职工群众业余
文化生活， 进一步体现北京市总

工会服务基层 、 服务职工的宗
旨。 此次盆景班是劳动人民文化
宫国学类培训班举办的新项目，
受到各级工会的欢迎。

此次培训班的课程采取理论
与实际相结合， 不仅为学员们讲
述盆景的历史、 分类、 流派等知
识， 让大家从知识层面上了解到
盆景艺术， 还让大家亲自动手制
作盆景， 从而更加深刻地了解到
盆景艺术的独特魅力所在， 学员
们表示受益良多。

副刊【文娱】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txy@126.com│校对 吉言│美术编辑李媛│本版编辑于彧│２０17年 7月 13日·星期四12

于彧 整理

作者: [美] 玛丽莲·弗伦奇

《醒来的女性》

■新书推荐

作者： [日] 寺山修司

《不思议图书馆》

■台前幕后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7月10
日， 北京京剧院2017年重磅打造
的新编京剧现代戏 《狼牙山》 在
北京大兴剧院彩排过审 ， 这是
《狼牙山》 在公演前的重要亮相，
彩排中闪现出不少亮点。 据悉该
剧将于7月31日至8月3日在长安
大戏院公演。

亮点一：
年轻演员堪当大任

剧中， 北京京剧院大胆启用
了年轻演员。 全剧组的47人里，
除了葛振林的扮演者王雪清 、
老旦演员沈文莉和马宝玉的扮演

者张建峰外， 全部是80后、 90后
演员。

据了解， 年轻演员极大地活
跃了舞台气氛。 整场演出， 有多
处唱作并重的戏， 演员演唱功力
最大程度得到发挥的同时 ， 跳
跃、 翻跟头、 打斗的场面一场比
一场精彩， 令观众大呼过瘾。 此
外， 五壮士跳崖前有一场文戏，
演员演得入戏， 泪洒舞台， 台下
的观众也跟着揪着心。

亮点二：
剧情紧张扣人心弦

舞台布景真实还原了狼牙山

的山体山貌 ， 苍劲的古树与山
石， 逼真的枪声、 风声， 完美地
烘托出战争环境的恶劣和紧张气
氛 。 整场戏张弛有度 ， 环环相
扣， 一气呵成。 战斗的紧张场面
与夫妻、 母子的温馨回忆和隔空
对话相结合， 引得观众时而握紧
拳头， 时而掩面拭泪。

舞台上， 王道士为五壮士带
路， 六人携手侧身走过狼牙山的
绝壁悬崖， 此处导演精准地设计
了演员的运作， 恰如其分地表达
万丈深渊前行走的紧张感， 每一
步都走得小心翼翼。 舞台下， 观
众无不凝神屏气， 为紧张的剧情
捏了一把汗。

亮点三：
演员实地体验

《狼牙山》 在创作上体现了
专业艺术院团的高水准， 这是部
群体戏、 战争戏、 又是个家喻户
晓的故事， 创作难度很大。 据了
解， 这部京剧在创作中， 穿插了
恋人 、 妻子 、 母亲三个女性角
色， 用亲情打动了观众， 同时又
融入了京剧不同的行当。 此外，
为了更好地塑造角色， 青年演员
们到狼牙山体验生活， 和老乡交
流。 在排练中， 他们多次被剧情
所感染而留下热泪。

这是一本有关冷知识和恶趣
味的书。 日本 “跨界怪才” 寺山
修司在上一本 《幻想图书馆》 里
畅谈头发的典故和青蛙的趣闻，
现在他把这种 “怪癖” 延续到了
一座 “新开放的图书馆 ” ———
《不思议图书馆》 中。 进入这座
千奇百怪却都有据可查的图书博
物馆， 你如同进入了寺山修司天
马行空的艺术大脑， 怪人胡迪尼
的逃脱艺术 、 怀孕机器人的悲
剧 、 巨人的毛发对黑死病有效
说、 发明了自杀机器并当场演示
的男人 、 世上有蓄胡子的女人
吗？ ……所有冷僻、 猎奇话题一
网打尽。

她是一位喜爱读书的小镇女
孩， 从小就是个独立而聪明的孩
子 。 可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美
国， 女性最常见的职业是 “打字
员”， 人生的主题则是 “家庭”。
母亲对她最大的期望就是 “嫁个
好人家 ”。 在 一个封闭的小地
方， 她的聪明和独立却使她成为
异类。 久而久之， 她屈服了。 她
像其他女孩一样草草结婚， 生下
两个孩子 ， 努力让自己做一位
“贤妻良母 ”。 丈夫有体面的工
作， 她也住上了许多人梦寐以求
的大房子。 她举止优雅， 总是面
带微笑。 而只有她自己知道， 在
生活的平静表象之下， 她正在默
不作声地崩溃……

《醒来的女性》 是一部反映
了整整一代美国女性生存境遇，
令每一位普通女性心生共鸣， 潸
然泪下抑或热血沸腾的小说。 出
版以来全球销量超过2000万册，
出版22种语言版本， 堪称 “小说
版的 《第二性》”， 甚至间接推动
了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 无数女
性认为这本书写出了她们一直被
压抑的内心世界， 甚至改变了她
们的一生。

文化宫盆景艺术培训受欢迎

■文化资讯

国国话话新新创创话话剧剧《《兰兰陵陵王王》》
在在京京首首演演

我是宣讲家

7月31日至8月3日在长安大戏院公演
新编京剧《狼牙山》亮点纷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