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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娱 新 闻
长江日报·天河院线审片室···

亮相第八届中国京剧艺术节

···

《美丽人生》被赞京剧创新范例
本报南京专电 （特派记者 王娟 通讯员 王荆瑶 王
添添）23日晚，武汉京剧院和武汉爱乐乐团携手演出的
大型京剧《美丽人生》在南京保利大剧院亮相第八届中
国京剧艺术节，不仅赢得了戏迷的掌声，也得到专家评
委的肯定。
《美丽人生》是武汉京剧院“汉口女人三部曲”的收
官之作，依旧由刘子微和关栋天主演。剧中不但有京剧流
畅的唱腔和合唱、伴唱等音乐元素，也独具匠心地融入了
现代舞的表现手段，具有荒诞意味的人偶、面具和黑色人
墙及简洁的舞美呼应，令观众和专家们耳目一新。
24日，艺术节组委会先后举行了《美丽人生》剧目
研讨会和京剧传承与创新发展的研讨会，专家们频频
将其作为京剧传承创新的成功范例，盛赞《美丽人生》
不仅在题材上关照现实，也通过形式上的创新，演出了
人生况味。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 在两次会议上
都对《美丽人生》表达了赞赏。他认为，京剧要发展，继
承是基础，创新是关键，而武汉京剧院在《美丽人生》中
体现的创作走向， 非常值得肯定。“李美丽的人生故事
充满了时代感， 几乎每位观众都能在剧中找到生活的
影子，获得启迪。在表现形式上，《美丽人生》也实现了
现代化的转型，可以说是京剧中的音乐剧，用新颖的方
式让传统有了新的生命力。”
上海京昆艺术发展咨询委员会主任马博敏对剧中
的人偶群舞印象深刻：
“
最难忘的就是那一幕黑墙，男男
女女各种面孔轮流出现，非常生动地向观众传达了剧中
人物承受的精神压力。 这部戏不仅关照当下的现实生
活，在艺术样式上也集歌舞、京剧为一体，让观众看到了
人物外化的情感，感受到舞台上的激情和节奏。”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安奎评价，《美丽人生》

将李美丽的人生演得一波三折、 激荡心灵。“这部剧用
现代的歌舞包装，用了很多音乐剧的手法，非常新颖。
像李美丽跟踪丈夫这场戏， 如果用传统的戏曲跑圆场
来表现，和现在这种采用歌队、舞队符号化的群众演员
来表现，效果完全不一样。我认为这种探索对表现当代
尤其是城市题材，是非常有价值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薛若琳评价， 武汉京剧院
十年来专注于现当代题材的创作，连续推出《吉庆街生
“三部曲”，体现了戏曲工
活秀》《水上灯》和《美丽人生》
作者对当下这个时代的责任和担当：“对于这样的创作
团队，不仅要给予肯定，还要更多地支持他们。”
中国京剧艺术节由文化部主办，是我国规模最大、水
平最高的京剧艺术盛会， 目前正在南京举行的第八届中
国京剧艺术节上， 共有来自全国34个京剧表演团体的29
台剧目、5台武戏折子戏专场和2台祝贺演出剧目参演。

记者万旭明
还没上映就陷入勒索病毒的风
波， 北美试映又被吐槽系列该终结
了……磨了 6 年终于要上映，《加勒
比海盗 5:死无对证》实在是很心塞。
昨日，“长江日报·天河院线审片室”
在中影天河国际影城抢先观看了本
片，客观来说，影片比上一集要好，
但的确没挖掘出什么新意来。

好过第四集
赶不上第一集
上一集口碑垮塌后，《加勒比海
盗 5》还是狠下了一番工夫的，换了
两位新锐的挪威导演，别的不说，两
人在拍海战、 船戏上还是很有功力
的， 片中黑珍珠号与鬼船的对战就
很精彩；在第 4 集中缺席的奥兰多·
布鲁姆也回归了， 可惜只在片尾短
暂出现，与凯拉·奈特利上演了一段
回忆杀。 在剧情上，这一集也更贴近
前 3 部，而不是口碑欠佳的第 4 集。
因此，整体上来看，《死无对证》是远
远好过上一集《惊涛怪浪》的。
但在其他的很多方面， 影片的
创意并不算足。 要知道，这一系列影
片虽然拍了 5 集，累积票房有 37 亿
美元， 甚至在迪士尼有了自己的主
题园区，但在第一集获得高分后，续

谈创新，汉派京剧不可缺席

《美丽人生》
“破格”亮相
特派记者王娟
“
艺术节上别的戏都演两场，为什么《美丽人生》
就演一场？ 太可惜了！ ”演出当晚，不少戏迷追到后台
围住了主演，签名合照之余还意犹未尽地追问。 武汉
京剧院院长刘子微透露，《美丽人生》原本没有报名参
加此次艺术节，但因为有《吉庆街生活秀》
《水上灯》的
成功先例，《美丽人生》最终被文化部
“
破格”点名亮
相。
长江日报记者了解到， 艺术节所有参演剧目
都必须提交演出录像，但《美丽人生》仅在两年前
演出过 3 场，当时没有录像，并不符合报名条件，
所以武汉京剧院前期没有参与报名。 文化部艺术
司副司长吕育忠在研讨会上透露， 在剧目初评时
不少专家在审看剧目名单后提出，京剧艺术节历
年来一直提倡现代戏的创作， 武汉京剧院先后创
作了《吉庆街生活秀》《水上灯》等现当代题材的剧
目并屡获大奖，成绩在全国有目共睹，探讨京剧的
创新发展，汉派京剧不可缺席。 因此，在没有选送
影像资料的情况下，文化部征求了之前看过《美丽
人生》首演的部分专家意见，这部戏才得以破例参
加艺术节。 此时其他剧目档期早已经排定， 剧场
日程满满，因此只有一场演出。
按照往届艺术节的惯例，专家评审们分为两组审
看剧目，两组讨论后交换意见。 但在《美丽人生》唯一
的这场演出中，两组专家几乎全部到齐，大阵容让不
少戏曲界的同行艳羡不已：
“
这是开幕式的待遇啊！ ”

《加勒比海盗 5》
没啥新鲜感
集的口碑都平平。 其中最受诟病的，
就是元素的重复， 但又未能达到第
一集的高度。

心疼德普船长
这些年都怎么了
《加勒比海盗》系列的魅力，除
了如今少有的海盗题材， 每一集中
的神奇传说， 其实最具魅力的莫过
于约翰尼·德普饰演的这个浪荡船
长。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独眼、木
腿、铁钩手，而是油嘴滑舌、总在醉酒
中，却又能在嬉笑怒骂中化解危机。
但从 2002 年的第一集《黑珍珠
号的诅咒》到现在，德普的江湖地位
已经变了不少。 在早期与蒂姆·波顿
合作的 《剪刀手爱德华》《理发师陶
德》等影片中，他外表鬼魅、内心却
充满伤痛，与波顿的风格非常契合。
可近两年来， 德普不仅在私人
生活中被指家暴妻子、挥霍财产，事
业上也有很大滑坡，在《福布斯》杂
志公布的好莱坞性价比最低的十大
明星榜单中， 他因为片酬高、 票房
低， 蝉联了 2015 年和 2016 年两年
的冠军。 这位老船长，真得想想怎么
摆脱这些插科打诨耍嘴皮子的重复
角色了。

去马城看赛马过端午
京剧《美丽人生》剧照

记者刘洪洋 摄

现场>>> 铁杆戏迷从天津追到南京
倾斜的舞台 ，线条绘就的大都市背景 ，一条软带在
肩上拉开就成了扁担 。 《美丽人生 》在艺术节上的第一
个亮相 ， 就让不少观众都感到惊讶 ：“京剧这样演也可
以啊 ？ ”剧中除了李美丽和丈夫马学武 ，儿子小宝以及
建建 ，其他人物全部都由一群黑衣人轮流担当 ，他们或
戴上面具 ，或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只用队形的变幻就完
成了相亲 、搬家 、挑扁担的情节转换 。 当马学武出轨曝
光后被迫下岗时 ， 舞台深处的黑衣人撑起一条跨越整
个舞台的黑色幕布 ， 幕布上的孔洞里不时探出各种脸
孔 ，充满了荒诞感 。 除了主要人物的唱腔 ，剧中的音乐

听起来更偏流行 ，甚至听到了婚礼进行曲的调子 。 演出
中 ， 观众席上不断听到惊讶的感叹 ， 而全剧结束 ， 不少
观众都起立鼓掌向演员致意 ：“没想到能演成这样 ！ ”
除了南京戏迷 ， 还有不少戏迷从外地赶来捧场 。
天津戏迷戚志明 ， 追到后台将一幅自己创作的条幅送
给刘子微 ，他从 10 多年前就看刘子微的戏 ：“武汉京剧
团出好戏啊 ！ 从 《三寸金莲 》开始我就喜欢上了汉派京
剧 ， 后来接连看了 《 吉庆街生活秀 》 和 《 水上灯 》，《 美丽
人生 》 我两年前在武汉看过首演 。 它来参加京剧艺术
节 ，我当然要来现场助威 ！ ” （特派记者王娟）

本报讯（记者 高崇成 通讯员 钱
娅）继“一带一路赛马日”和“法国赛
马日”之后，本月内武汉速度赛马的
第 3 个主题赛马日活动——
—“迎端
午赛马日”，将于本周日在东方马城
赛马场进行， 马迷朋友可以去看赛
马，玩游戏，欢度端午。
从 4 月开始，2017 武汉速度赛
马公开赛即进入一月 3 个赛马日的
密集赛事日程中， 这在武汉赛马的
历史上还是首次。 上周末，武汉速度
赛马公开赛还首次举办了法国赛马
日活动，从活动内容到现场布置，都
展现出了浓郁的法兰西风情， 当天
的前两场比赛还分别冠名为法国城

市“苏玳杯”和“法国马业杯”。 武汉
马术协会也希望通过与国外赛马会
的合作，引入国外赛马技术，加快武
汉赛马国际化进程。
本周日正好是端午小长假的第
一天，恰逢 2017 武汉速度赛马公开
赛第 10 个赛事日，东方马城将特别
推出“迎端午赛马日”，届时马迷朋
友们可以现场包粽子、看赛马、玩游
戏，进一步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 同
时， 此次赛马日现场还将进行健康
体适能趣味互动， 为马迷们讲解运
动前的热身拉伸、 体能训练方法等
内容， 帮助马迷更科学地开展健身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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