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 “新启航” 残疾人传统文化服务项目终
期成果汇展近日在马奈草地美术馆举办。本次展览内容包括书画作品、
摄影作品、集邮作品、文学作品、温馨家园的书画衍生品等。 作品以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主题， 以多样的风格和多元的话语， 书写着培
训的成果， 字里画间流露出收获的喜悦， 诠释着学员们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执着的追求。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新华社电 第72届法国戛纳
电影节14日晚在法国南部城市戛
纳开幕。 中国导演刁亦男执导的
《南方车站的聚会》 与其他20部
影片入围主竞赛单元， 将共同角
逐电影节最高奖金棕榈奖。

当天下午， 本届电影节评委
会主席 、 墨西哥导演亚历杭德
罗·伊尼亚里图与美国演员埃勒·
范宁、 法国导演昂基·比拉尔等
主竞赛单元评委召开了新闻发布
会。 傍晚， 朱丽安·摩尔、 贾维
尔·巴登等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
电影人以及刘涛、 王学圻等中国
演员陆续在红毯上亮相。 当晚的
开幕式由法国演员爱德华·巴尔
主持。

据戛纳电影节组委会发布的
消息， 今年其官方评选单元共收
到1845部长片和4240部短片报名

参赛， 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影片包
括英国导演肯·洛克的 《对不起，
我们错过了你》、 西班牙导演佩
德罗·阿尔莫多瓦尔的 《痛苦与
荣耀》、 法国导演阿诺·德普莱尚
的 《鲁贝之灯》 等。 《南方车站
的聚会》 一片由胡歌、 桂纶镁、
廖凡、 万茜主演， 是今年唯一一
部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华语影片，
讲述了一名小偷在绝望的逃亡路
上自我救赎的故事。 该片将于18
日举行首映和媒体见面会。

电影节期间， 中国展团还将
举办 “魅力中国·青年电影人培
养计划戛纳展映”、 中国青年电
影制片人推介会、 国际电影节选
片人圆桌会议等多场活动。

第72届戛纳电影节将于本月
25日闭幕， 届时将揭晓金棕榈奖
归属。

新华社电 中国国家话剧院
复排话剧 《玩偶之家》 将于5月
23日至6月2日在国话先锋剧场上
演。 导演吴晓江将140年前发生
在 挪 威 的 故 事 改 换 到 上 世 纪
30年 代的中国 ， 着重挖掘中西
文化差异。

《玩偶之家》 是挪威戏剧家
亨利克·易卜生创作于1879年的
一部社会问题剧， 讲述了女主人
公娜拉意识到丈夫海尔茂自私后
出走的故事。 该剧在新文化运动
时期介绍到中国， 主人公娜拉成
为当时中国妇女解放的代名词。

1998年， 吴晓江修改了原剧
近三分之二的台词， 导演了中英
双语同名话剧。 剧中， 挪威姑娘
娜拉远嫁中国 ， 为了丈夫学中
文、 学京剧、 学做中国菜， 努力
融入中国的社会， 但丈夫却因娜
拉私下借钱而指责她不了解中国
的人情世故， 毁了他的名誉。 娜

拉看清了自己在家中的玩偶角
色， 毅然离开了她曾努力维系的
家庭。

吴晓江14日在京说， 一个多
世纪前的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
着重揭露尖锐的社会问题， 针砭
时弊； 如今， 科技飞速发展， 依
然无法填平文化和历史差异 。
“我们不能无视种族和地区不同
诉求的冲突， 精神交流的缺失正
是这部戏在21世纪的中国最大的
现实意义。”

该剧曾于2001年和2006年复
排， 娜拉均由挪威国家戏剧院女
演员阿格尼特·荷兰德饰演， 此
次则改由塞尔维亚女演员米拉饰
演。 米拉说， 她在剧中不但要使
用中英两种语言， 还要展现京剧
唱段、 中国成语俗话、 挪威民族
舞。 “如何用中文台词准确找到
角色状态， 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
难题。”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5月
16日至21日， 文化和旅游部将在
上海举行第十八届群星奖决赛和
惠民演出活动。 记者了解到， 根
据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结果， 共有
4部作品入围决赛。

据了解， 群星奖评奖数量为
20个 。 其中 ， 音乐 、 舞蹈 、 戏
剧、 曲艺四个艺术门类作品各5
部 。 在全国5000多个参赛作品
中， 共有84部作品入围决赛。 其
中， 本市有4部作品获得四个艺
术门类的决赛资格。

去年5月中旬以来， 本市先
后按照 “群星奖” 音乐、 舞蹈、
戏剧、 曲艺四大门类进行了严格
选拔， 秉承公开、 公平、 公正的

评选原则， 历时一年， 最终选出
了8部参赛作品 （每个门类2部参
赛作品）， 代表本市参加全国第
十 八 届 群 星 奖 复 赛 选 拨 。 同
时参赛作品进入精雕打磨阶段，
并按照要求， 深入社区进行了全
市展演。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结
果， 本市4部作品入围决赛， 分
别是： 由东城区第二文化馆创作
表演的音乐类作品 《锣鼓巷 》、
由大兴区文化活动服务中心创作
表演的舞蹈类作品 《流动的城
市》、 由北京十一学校亦庄实验
小学创作表演的戏剧类作品 《改
变自己》、 由丰台区文化馆创作
表演的曲艺类作品 《赤子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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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儿》

“亚洲文化展演”在京启幕
新华社电 “亚洲文化展演”

开幕式演出 《亚洲芭蕾之夜》 14
日晚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
来自韩国、 菲律宾、 中国的艺术
家同场炫技， 为观众呈现 《天鹅
湖》 《堂·吉诃德》 《海盗》 等
古 典 芭 蕾 精 华 舞 段 ， 并 带 来
独 具 地域特色的高水准现当代
舞作品。

由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
司和中央芭蕾舞团共同承办的
《亚洲芭蕾之夜》， 是一台芭蕾精
华舞段的集锦演出。 中央芭蕾舞
团以 《天鹅湖 》 片段为演出开
场、 以 《阿莱城的姑娘》 片段为
演出结尾。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即将举行
之际， 第十九届 “相约北京” 艺

术节与 “亚洲文化展演 ” 相结
合， 通过音乐、 舞蹈、 戏剧等艺
术 形 式 ， 全 方 位 呈 现 亚 洲 文
明 多 样性 ， 促进亚洲不同文明
交流互鉴。

据介绍， 接下来， 来自亚洲
相关国家的艺术团组和美国、 法
国等国的艺术家， 将为观众奉献
小野丽莎爵士音乐会、 《共同家

园》 音乐现场等多场剧场演出和
户外活动以及公益项目和艺术教
育项目等。

文化展演还将邀请来华艺术
家和院团深入社区、 企业、 学校
等， 举办艺术交流、 讲座、 公益
课等活动。 展演坚持低票价， 通
过讲座、 工作坊、 广场演出等活
动， 吸引民众广泛参与。

从2015年 《网子》 到2017年
《缂丝箭衣》 再到此次 《角儿》，
北京风雷京剧团团长的松岩用五
年时间倾力打造了京话剧 “梨园
三部曲 ”。 作品以 “京剧+” 的
思维， 把京剧和话剧元素跨界创
新融合。 此次推出的完结篇 《角
儿》， 依然延续了前两部作品的
京味儿文化风格 ， 以京剧为题
材， 以话剧为形式， 展现传统文
化的魅力。

该剧讲述一位出生梨园世
家， 立志要成为角儿的京剧武生
演员， 一生艰苦追求却未能成角
儿。 虽然最终他没有成功， 但却
能从中看出艺人对于传统艺术的
情感坚守。 剧中通过演员精湛的
演技， 怀旧的景致， 以及难得一
见的梨园戏班后台 ， 练功 、 化
妆、 戏服等传统真实技艺情景的
演绎， 展现出京剧的历史和梨园
界的艺术传承与文化内涵。

高君宇是中国共产党及共产
主义青年团早期的领导人之一，
在五四运动时是北京大学学生会
负责人， 用短暂的生命践行了自
己的人生理想。 石评梅是当时著
名的女诗人， 后人称其为 “民国
四大才女” 之一。 “高石之恋”
以前多次被改编成舞台剧、 影视
作品， 大多是比较严肃的、 悲情
的。 本版音乐剧则通过年轻人乐
于接受的形式和轻松的舞台氛
围， 触发观众思考， 从而引导当
代青年人探寻正确的婚恋观念与
人生追求。

《与君陶然》 不仅想展现百
年前的爱情故事， 还希望把当下
青年的生活和价值观引入其中。
剧中有展现当代都市青年生活的
场景 ， 比如演员们在舞台上打
牌、 撸串， 甚至还有一边演戏一
边玩手机的片段。

北京四部作品
入围群星奖决赛

复排版《玩偶之家》：
着重挖掘中西文化差异

中国影片参与角逐金棕榈奖

残疾人传统文化作品献礼新中国华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