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娱资讯

本报讯 近日 ， 大型史诗巨
制 《宣武门》 曝光一组剧照， 以
恢弘之势解开了这部讲述百年国
史电视剧的神秘面纱。 该组剧照
从服装、 道具、 场景、 风俗等各
个方面全面展示了清末民国时期
的风土人情， 加之精美绝伦的构
图效果， 将 《宣武门》 极具东方
韵味的 “中国风” 淋漓尽致地呈
现出来。

电视剧 《宣武门》 讲述了北
京宫廷玉雕匠人李天顺几代人为
保护一只寓意国运昌隆的玉石
榴， 从清末的城门里逃出， 又在
120年后的 “十九大” 走进北京
城 。 该剧通过一尊 “玉石榴 ”，
将一个大国小家的起起落落， 中
华民族的大民族气节， 新旧交替
的时代变迁一一展现。

作为本剧历史重要的见证
者———宣武门， 时常需要出现不
同年代里的城门特写画面。 什么
时候有护城河？ 什么时候城门上
有满文？ 什么时候城门上孔的数
量发生了变化？ 这都是考验一部
“历史正剧” 是否够 “正” 的重

要标尺。 《宣武门》 剧组依照历
史将5个相似又不同的 “宣武门”
建了又拆， 拆了又建。 除了宣武
门 ， 剧组还特意搭起了一条老
街， 这条老街也循着宣武门的变
化随之换了5次样貌。 最终遵循
历史资料从框架到细节1： 1还原
了宣武门。

除了置景方面的考究， “更
重 要 的 是 举 手 投 足 间 要 有 历
史的味儿！” 该剧导演王小康十
分在意 《宣武门》 的 “精气神”，
于是他特意邀请了服装专家、 民
族学家、 礼仪专家等专业人士参
与 ， 从 礼 仪 到 民 风 进 行 全 方
位 的 指点 ， 并一一还原老北京
的习俗。

《宣武门》 独特的民族设定，
展现了乱世中一代人的曲折而又
带有悲歌性质的命运， 深刻体现
了中华精神与民族气节。 “民族
题材很珍贵 ， 不应乏人问津 。”
王小康希望 《宣武门》 既 “主旋
律” 又 “流行”， 既 “严谨” 又
“好看”， 能为民族题材电视剧蹚
出一条新路。 （艾文）

8场音乐会唱响“八月合唱节”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8月

4日至12日， 国家大剧院八月合
唱节即将举行 。 来自中国 、 瑞
典、 丹麦、 西班牙4个国家的6支
优秀合唱团将陆续登上国家大剧
院舞台。

4日， 吕嘉将执棒国家大剧
院合唱团， 以一场 “中外歌剧经
典合唱” 为合唱节拉开帷幕。 在
整个合唱节期间， 包括国家大剧
院合唱团、 瑞典斯万霍姆男声合
唱团 、 西班牙B Vocal奇妙人声
组、 丹麦国家合唱团、 中国爱乐
男声合唱团、 瑞典罗密欧与朱丽

叶合唱团等6支优秀合唱团队 ，
将为观众带来8场不同风格的音
乐会。

本次合唱节演出票价十分亲
民， 从50元到320元设置不同的
票价档位。 除了舞台上的专业性
演出外， 国家大剧院特别策划了
数场合唱公开课活动及艺术团体
见面会， 为广大音乐爱好者创造
与艺术家面对面并得到艺术指导
的宝贵机会。 古典音乐频道也将
对8月4日首场演出及其他相关场
次进行直播， 让广大市民足不出
户就能欣赏到美妙的合唱演出。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7月
31日， 由首都文明办与国家大剧
院联合举办的2017 “市民高雅艺
术殿堂文明行”系列活动之一“青
少年文明艺术夏令营” 的成果汇
报表演———儿童剧 《金小蛇奇遇
记》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

本次在舞台上演出的小演员
们 是 通 过 全 市 海 选 出 的 小 小
艺 术 爱好者 。 通过半个月在西

城区少年宫的排练， 小朋友们将
《金小蛇奇遇记》 的故事展现得
活灵活现。

截至目前， “市民高雅艺术
殿堂文明行 ” 已经连续举办六
年， “市民新春联欢会” “文明
观演实地演练” “青少年文明艺
术夏令营” “文明观赏大家谈”
“市民文明观赏” 五大板块系列
活动贯穿全年。

儿童剧展青少年文明艺术成果

■台前幕后

近日， 卢沟桥乡东管头村举办了一场 “重温峥嵘岁月， 共叙鱼水
深情” “迎八一” 主题文艺汇演， 此活动旨在展现东管头 “拥军优
属” “军民融合” 的光荣传统及社区文化魅力。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军民共叙鱼水深情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7月
31日晚， 北京京剧院2017年重点
打造的年度大戏———新编京剧现
代戏 《狼牙山》 在长安大戏院正
式公演。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组织
北京各区中小学、 在京高校部分
学生观看公演。

北京京剧院以少先队主题队
日活动拉开 《狼牙山》 正式公演
大幕。 首演前， 在长安大戏院前
厅， 来自东城区板厂小学的50名
少先队员与狼牙山五壮士之一宋
学义烈士的儿子宋福保、 儿媳李
明， 剧组主要演员共同举行了纪
念狼牙山五壮士的少先队主题队
日活动。

据了解， 《狼牙山》 在正式
公演前经历了3次 “内测”。 北京
京剧院秉承对英雄的敬畏之情和
对题材的审慎态度， 在排练厅联

排、 剧场彩排、 驻张家口部队慰
问演出时 ， 都邀请京剧业内专
家、 狼牙山地区史地专家和狼牙
山五壮士的后代观看演出， 对史
实细节和艺术呈现精雕细琢， 舞
台美术 、 服装道具 、 每一个动
作、 每一句台词都反复推敲， 以
呈现最佳舞台效果。

《狼牙山》 中的五位八路军
战士都是年轻人， 北京京剧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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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狼牙山》排练的48天里，
恰逢北京持续高温， 排练厅高温
如蒸笼， 再加上有很多翻腾跳跃
的动作，往往排练不到一个小时，
演员们的衣服就被汗水湿透了。

新编京剧《狼牙山》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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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彧 整理

即日起至8月13日
当代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

第六届
香港主题电影展

■北京展览

即日起至9月26日
中国国家博物馆

馆藏开国元勋文物展

8月1日， 由冯小刚执导、 严
歌苓编剧的电影 《芳华》 首度公
开 “旗帜版” 海报， 以红色经典
元素致敬建军九十载。 这版海报
还首次公布了电影9月30日全国
上映的消息。

旗帜飞扬彰显理想与激情

电影 《芳华》 发布的 “旗帜
版” 海报中， 三位主演黄轩、 苗
苗、 钟楚曦身披飘扬的鲜红旗帜
一一亮相。 他们以不同的姿态，
在空中伸展跳跃， 与旗帜融为一
体， 展现出那一代人独有的飒爽
英姿。 此外， 这版海报还公布了
电影9月30日全国上映的信息 。
今年国庆， 冯小刚导演将重现文
工团芳华岁月， 书写独特的青春
回忆和时代记忆。

海报发布当天正值 “八一 ”
建军节， 海报上三位主演坚毅的
眼神 、 上扬的嘴角 、 自信的笑
容， 无不展现出军人自信矫健的
风采。 在一望无际的蓝天下， 那

几抹青春飞扬的火红， 正代表了
那个大时代下， 专属于军人的青
春力量、 绝色芳华。 这也是 《芳
华》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向中国
军人表达的深深敬意。

冯小刚：《芳华》 就是我
们的青春

电影 《芳华》 讲述了在充满
理想和激情的军队文工团中， 一
群 正 值 芳 华 的 青 春 少 年 ， 经
历 着 成长中的爱情萌发与充斥
着变数的人生命运。 导演冯小刚
和编剧严歌苓， 也有着与影片主
角 们 一 样 的 军 人 经 历 ， 对 于
那 段 文工团岁月 ， 冯小刚认为
“那是我们人生最绚丽最辉煌的
一段时间。”

对于此次影片中选用的大量
新人演员， 冯导表示这正是自己
想要的， “他们正好处在青春芳
华的年纪， 他们就演自己， 带着
那种扑面而来的青春自然的气
息”。 为了让演员们在拍戏时真
的像相处几年的战友一样， 冯小
刚特地安排他们提前5个月进组
训练， 不仅要住集体宿舍、 自己
打饭、 学习打背包， 还要围读剧
本、 练习基本功、 排练舞蹈。 演
员们热情的投入也让冯小刚感叹
道： “让我想起我第一次进摄制
组时， 演员提前三个月进组体验
生活的气氛。 我非常享受这几个
月与新人们朝夕相处的过程， 和
他们在一起， 我觉得自己也变得
非常有激情。”

（新华）

第六届香港主题电影展是香
港特区政府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
十周年在北京举办的 “同心创前
路 掌握新机遇” 主题下的主要
活动之一。 今年电影展以 “风华
绝代 港片年华” 为题， 精选过
去多年香港电影金像奖史上的代
表作品。

此次电影展开幕影片是汤唯
参演的香港制作文艺小品 《月满
轩尼诗》， 其他13部影片将在北
京百老汇电影中心与百老汇影院
（北京apm店 ） 上映 ， 包括 《半
边人 》 《癫佬正传 》 《飞越黄
昏 》《阿郎的故事 》 《阿飞正传 》
《阮玲玉》 《92黑玫瑰对黑玫瑰》
《宋家皇朝》 《野兽刑警》 《少
林足球》 《男人四十》 《父子》
《海报师》， 从八十年代跨越二十
一世纪， 风格多元、 精彩纷呈，
大部分均为首次在内地公映。

这届电影展还筹划了多组映
后对谈、 新书分享、 影迷沙龙等
活动， 让电影人、 影迷与电影研
究者有更多互动交流的机会。

本次展览分为 “人民军队”
“军事著述”“艰苦卓绝”“人民战
争” 四个部分， 选用中国国家博
物馆馆藏300余件 (套 ) 珍贵文
物， 包括文献、 实物、武器、历史
照片、 美术作品、 蜡像等， 近半
数为首次展出。

1928年毛泽东带领红军在湖
南打土豪后分给农民的毯子 ；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
陕北为毛泽东拍摄的戎装标准照
以及拍摄照片时斯诺为毛泽东戴
在头上的红军八角帽； 聂荣臻用
过的望远镜； 1929年陈云逸送给
赤卫队战士的棉衣； 周恩来在战
争时穿过的衣物和转战陕北时用
过的木箱； 任弼时在长征过草地
时吃剩下的皮带……一件件真实
的器物， 带着历史的风霜和灰黄
的色泽， 将观者带回艰苦卓绝的
战争年代。

此次展览还包括新入藏国家
博物馆的程允贤创作的经典雕塑
作品 《毛泽东在井冈山 》 《战
友 》 《十大元帅 》 《邓小平 》，
马振山创作的国画 《毛泽东与好
战友朱德在一起》， 还有国博蜡
像艺术馆提供的 “十大元帅” 的
蜡像等。

《宣武门》还原百年历史

冯小刚
重现文工团芳华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