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工文化

演员全为中戏师生

■文化资讯

巴金名著《家》被搬上银幕

本 报 讯 （ 记 者 余 翠 平 ）
“优美的舞蹈， 嘹亮的歌声……”
近日， 丰台区第35届 “五月的鲜
花” 文艺汇演在中国戏曲学院举
行。 部分单位党政领导、 基层工
会主席、 劳模代表、 职工群众共
计700余人观看了演出。

今年的 “五月的鲜花” 得到
了丰台区各基层工会的积极响
应 ， 近万名职工参与到活动中
来， 各直属基层工会积极组织选
拔， 最终有41家单位报名参加，
经过丰台区总工会的复赛， 19个
单位的13个节目脱颖而出。

据悉 ， 至今为止 ， 丰台区
“五月的鲜花” 职工文化活动已
连续开展了35届， 已经成为具有
丰台特色的、 有较大影响力和号
召力的工会品牌活动， 丰台区总
工会后续将从 “五月的鲜花” 活
动中选取优秀节目并借助丰台区
总工会职工艺术团的力量组织文
艺小分队， 分赴基层一线， 进企
业、 进社区、 进市场、 进工地等
进行慰问演出。

演出结束后， 市、 区领导为
丰台区获得2018年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 工人先锋号及首都劳动奖
状、 首都劳动奖章、 北京市工人
先锋号的26个先进个人和先进集
体颁发了荣誉奖章和证书； 为获
得文艺演出比赛特等奖、 一等奖
和二等奖的单位颁发了奖杯。

本报讯 6月12日晚， 中央戏
剧学院原创音乐剧电影 《家》 在
北京举行首映礼。

音乐剧电影 《家》 改编自巴
金先生的同名小说， 巴金女儿李
小林担任文学顾问。 主要讲述了
20世纪20年代初期， 四川成都一
个封建大家庭的腐朽没落， 以觉
新、 觉民、 觉慧三兄弟和瑞珏、
梅芬 、 鸣凤等的不同命运为主
线， 控诉了封建制度对生命的摧
残， 反映了新一代青年人反封建
意识的觉醒。

在电影创作时， 主创团队在
忠于原著的基础上， 对原有的情
节、 场面、 人物等进行了删减 、
加工、 提炼， 用当代的方式对其

进行诠释。
在电影首映礼上， 中央戏剧

学院副院长、 电影总监制郝戎，
对音乐剧电影 《家》 的出品表达
了祝贺， 同时也希望这部音乐剧
电 影 的 市 场 化 尝 试 能 得 到 观
众认可。

刘红梅介绍了影片创作的背
景和幕后故事。 她表示， 用音乐
剧的形式呈现巴金先生的 《家》
是很大的挑战， 《家》 的改编版
本有很多， 有电影也有电视剧，
但音乐剧还是第一次。 她希望，
能让更多人看到本土原创音乐剧
的创作成果。

演员陈小艺、 徐卫、 王宁也
对影片表示了期待， “作为同班

同学， 刘红梅能够带领众多师弟
师妹将音乐剧艺术从舞台搬上电
影银幕，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和了
不起的事情”。

音乐剧电影 《家》 由中央戏
剧学院和黄海电影股份、 中视国
影文化 、 云南华谊传媒联合出
品， 演员全部是中戏的音乐剧系
师生， 2013级学生和老师主演 ，
2014级、 2015级及2016级部分本
科生、 研究生友情出演。

在刚刚落幕的第八届迈阿密
美洲电影节暨金灯塔电影节华语
电影峰会上， 《家》 还获得 “最
佳原创音乐剧电影奖”。

音乐剧电影 《家》 将于6月
15日在全国公映。 (袁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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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丽秀》

于彧 整理

《音乐之声》 改编自奥地利
海军上校冯·特拉普一家的真实
故事。 自1959年在百老汇上演以
来， 场场爆满， 一票难求。 而后
被改编成电影， 获得巨大成功，
为大部分人所熟知。

《音乐之声》 作为一部享誉
世界的经典剧目 ， 风靡全球60
年， 在纽约百老汇和伦敦西区演
出超过4000场， 横扫5项托尼大
奖， 创下一周内观剧人数最多的
吉尼斯纪录， 被翻译成10余种语
言在世界各地上演， 被评为 “全
球最受欢迎的音乐剧”。

除了经典的故事之外， 《音
乐之声》 中优美动人的旋律深入
人心， 传唱半个世界， 仍经久不
衰。 剧目音乐专辑曾连续16周蝉
联billboard排行榜榜首， 《哆来
咪 》 《雪绒花 》 《孤独的牧羊
人》 ……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
让每一位观众都能在剧场忘情跟
唱。 在中文版 《音乐之声》 中，
国内音乐剧译配大师程何为这些
经典歌曲创作的全新中文歌词朗
朗上口、 充满童趣， 同时又不失
原作的本意和韵味。

精雕细琢的兽脊、 形制俱全
的关帝庙……如果不是以指尖触
摸， 谁会想到这是紫檀和阴沉木
制老北京城门楼模型？ 它们， 就
是由著名女企业家、 中国紫檀博
物馆馆长陈丽华率领团队复制完
成的。

“内九外七皇城四”， 形容
的就是老北京城的规制， 指的是
内城九门， 外城七门以及皇城四
门。 其涵盖的高超技艺、 蕴含的
历史与文明， 令无数领略过它英
姿的人惊叹。

光阴者， 百代之过客也。 岁
月流逝中， 老北京城的记忆在人
们的视线中渐渐远去， 而凝结了
中国传统建筑技艺之美的古城门
亦渐成了一种乡愁， 成了老一辈
人心中割舍不去的梦。

陈丽华亦如是。 她是土生土
长的北京人， 在皇城根下从小玩
到大， 小时候， 平则门、 东直门
她都曾上去过， 环顾四周， 自豪
之情油然而生。 对那些逝去的老
城门、 老城墙， 陈丽华有深厚的
感情。

2008年， 陈丽华萌生了制作
老北京城门楼的想法 。 从那时
起， 用紫檀和阴沉木为原料， 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檀雕技
艺” 的手法， 艺术性复现老北京
“内九外七” 十六座城门楼， 成
了她的梦想。

这两种木料有多珍贵？ 紫檀
不用说， 一向有 “寸檀寸金” 的
说法； 阴沉木， 又被叫做 “东方
神木”， 其色泽与青砖相近。 在
陈丽华的规划中， 用紫檀做古城
楼， 同时阴沉木做城砖， 不用上
漆、 上蜡， 就是城砖的本色， 真
实感极强。

2010年， 她亲自领衔， 组织

了由专家学者和百余名能工巧匠
参与的制作团队， 投入巨资， 正
式启动了复制老北京城门楼的工
程。 那年， 她69岁。

因为耗费财力太多等原因，
她的儿子赵勇回忆， 对陈丽华当
初的决定， 家里意见并不是很统
一。 因为十六座城门楼的图纸要
去找， 要跟专家沟通、 交谈……
这个过程， 会十分辛苦。

果不其然。 由于城门图纸的
缺失， 陈丽华的团队除了求助
于 政 府 文 物 部 门 的 支 持 ， 还
积 极 从 海 内 外 各 种 渠 道 寻 找
散 落 的 城 门 照 片 ， 高 价 回 购
残存资料， 仅比对资料照片修改
图 纸 的 过 程 ， 就 耗 费 了 巨 大
精力。

每天， 工人上班前， 陈丽华

就已经到厂检查工作安排， 刻哪
块木头？ 做哪些细节？ 如果有技
师告诉她， 按图纸有一个部件很
难组装上， 陈丽华就睡不着了：
查历史资料、 与故宫和其他博物
馆材料对比， 哪怕到夜里12点。
即使不吃饭、 不睡觉， 也得把这
个部件装好。

十载光阴 ， 无数个日日夜
夜， 陈丽华和百多名团队成员一
起， 以1∶10的比例， 将十六座紫
檀及阴沉木制城门全部制作完
成 。 这十六座城门没用一根钉
子， 仅用木建筑的榫卯技术， 把
大小不过寸许的上千万块零部件
严丝合缝对接。

古建筑专家刘大可评价， 虽
然只是模型， 但是如果真的将之
放大， 可与实物丝毫不差， “每

一个斗拱， 从每个细部， 都完完
全全一样”。

更为宝贵的是， 整个制作过
程， 所有的设计和制作都保留下
了详尽完备的资料， 在完成这十
六座老北京城门楼的同时， 也取
得了一项城市规划和古代建筑研
究的学术成果。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给她
“点赞”。 单霁翔觉得， 陈丽华此
举给了人们一个全新的视角来感
受老北京的风韵， “可以说， 陈
丽华馆长的这一创意， 是一项了
不起的工程”。

6月11日， 《陈丽华的城门
梦》 中英文版图书首发式在故宫
博物院举行，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生 动 地 展 示 了 老 北 京 城 门 背
后 深 厚的文化积淀 ， 以及用紫
檀艺术复原老北京城门这一非凡
之举历程。

此时， 距离陈丽华萌生复制
城门楼的想法 ， 过去了十年时
间。 发言时， 已经77岁的她像一
个圆梦的孩子， 激动不已， 感谢
每一个给予她支持和帮助的人和
相关部门。

诚然， 紫檀虽为木中之王，
也难保千年不朽。 但陈丽华说，
只要我们尽全力， 做出好东西，
能让观赏之人珍视中华文化， 并
愿意付诸传承保护的行动， 我们
的文化之门就会永远不倒， 我们
的文化传承就会绵延不绝。

现在， 陈丽华又开始复制老
北京城墙四角的十座角楼， 全部
完成后， 将是共计二十六座城门
楼的宏大工程。

也许， 紫檀及阴沉木制老北
京城门楼的完成， 只是她圆梦的
开始。

（中新）

《富丽秀》 是美国作曲家史
蒂芬·桑德海姆创作于20世纪70
年代初的音乐剧作品 。 该剧于
1971年在美国首演， 1987年在英
国首演并获得奥利弗奖， 这一版
《富丽秀》 是英国国家剧院去年
斥巨资复排打造的音乐剧巨制。
全剧讲述了一个剧院被拆掉的前
夜， 一群已经步入中老年的富丽
秀舞女回到曾经获得无数掌声的
舞台 ， 最后缅怀自己的青春岁
月， 整个夜晚她们年少时的身姿
如影随形， 而两对中年夫妇则需
要面对自己失败的婚姻和再也回
不去的少年时代。

陈丽华十年圆梦
复制16座老北京城门楼

丰台区第35届
“五月的鲜花”
绚丽绽放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6月13
日晚， 新时代古典舞剧作品 《人
生若只如初见》 正式拉开帷幕。
演出由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及
亚洲大美青年艺术团主要演员倾
情演绎。

本舞剧从2015年6月起 ， 主
创人员历时3年， 精心打造。 根
据生于海淀、 葬于海淀的清代著
名词人纳兰性德在海淀生活的真
实故事改编而成。 试图以一个全

新的高度和视角给予纳兰形象的
多维度提炼。

据悉， 这部舞剧共计近50名
专业舞蹈演员参加演出， 其中，
主演孙科、 胡玉婷、 杨文艺、 张
珊珊、 汪子涵、 李楠、 武帅、 姚
亮等均是舞蹈界知名青年舞蹈
家， 在国内的各项舞蹈大赛中屡
获大奖。 他们用舞蹈语汇再现清
朝第一词人纳兰性德的情操与悲
欢离合。

在流光溢彩的舞台上， 年轻
的舞者用丰富的肢体语言， 诉说
着主人公的人生故事； 舞剧的配
乐也音随意转、 恰逢情至， 时而
高山流水珠玉飞溅， 时而云低雾
绕深水缓流， 以激荡的音符展示
着纳兰人生的华章。 梦幻般的舞
台上， 画屏流转， 舞者如燕， 犹
如一场美轮美奂的视觉盛宴， 给
观众带来了一场感官的享受和心
灵的震憾。

新时代古典舞剧《人生若只如初见》在京首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