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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体 新 闻

中德两位艺术大师同场开展

周韶华对“
画”马库斯·吕佩尔茨

本报北京专稿 特派记者王娟
提到易中天， 大部分人最熟悉的应该是他在 《百家讲
坛》 中畅谈三国故事的学者形象， 但最近他又有了新的身
份。 9 月 8 日开始，他创作的话剧《模范监狱》在北京海淀剧
院连演多场。

用雕塑解构经典人物
马库斯·吕佩尔茨生于 1941 年， 作为新表现主义代
表人物，是国际上最知名的德国艺术家之一。此次展览带
来的 104 件艺术作品，跨度 50 年，画风狂野、情感强烈。
吕佩尔茨的艺术创作经历了几个重要变化期。20 世纪 60
年代他以个性鲜明的“酒神赞歌”系列震撼艺术界，70 年
代进入“主题绘画”期，创造了大量“德国主题”画，80 年
代偏向神话、历史及仿古典大师系列，直至 90 年代关注
绘画形式效果。
作为艺术多面手，吕佩尔茨在雕塑、诗歌、足球、爵士
乐都有涉猎，70 岁后晨练还能做俯卧撑， 也敢在和展览
同时推出的纪录片里怒怼毕加索等大师，话题十足。上世
纪 80 年代，吕佩尔茨开始创作雕塑作品，其青铜雕塑系
列， 不少人物原型来自于古希腊神话及荷马史诗 《奥德
赛》，如太阳神阿波罗和尤利西斯，都出现在此次展览中。
在中国观众中相当有名的雕塑大卫， 这次也来到了
武汉。 不同于米开朗基罗创作的英俊、健美、洁白的大卫
雕像，吕佩尔茨的青铜雕塑大卫，身上五颜六色，有着红
脸蛋、红嘴唇，神情颇似小丑，充满喜感。对经典人物的颠
覆性解构，是他的标识。 他最惊世的雕塑作品之一，则是
将莫扎特雕塑成白脸且女性化。

台上有戏：武汉“拐子”成关键人物

周韶华和马库斯·吕佩尔茨出席开幕式

记者任勇 摄

希望有天挑战中国绘画

马库斯·吕佩尔茨展出作品

鲁宾斯坦钢琴大师赛上获奖

90 后钢琴家带来经典曲目
托夫。 6 岁起就开始接受音乐启蒙的扬托夫一直都是学霸，
目前正在耶鲁音乐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此次音乐会上，两位
青年钢琴家精心挑选了肖邦的 《降 B 小调第二钢琴奏鸣
曲》《升 F 小调波兰舞曲》，拉赫玛尼诺夫的《音画练习曲》、
莫扎特的《A 小调钢琴奏鸣曲》等众多经典曲目，和江城乐
迷共享获奖的喜悦。

西蒙·内林

“环球大马戏”国庆全新亮相
华”，集结了来自俄罗斯、美国等多个国家马戏好手，由狗
熊、小狗等众多动物明星组成的
“萌宠军团”也再度扩容，迎
来了特别的新面孔：两只来自海洋的明星小海狮。别看它们
个头并没有狮虎那么庞大，但卖萌的技能却是满分：他们会
表演水中芭蕾、顶球、花样游泳等各种好玩的动作，偷个空
还能和熟悉的驯养员现场来个甜蜜的吻秀一把亲密。 杂技
厅负责人透露，如果观众足够胆大，也可以在驯养员的帮助
下，上台与小海狮们来一次真正的
“零距离”接触。
目前，“环球大马戏嘉年华”的门票正在火爆预售中，即
日到 9 月 14 日前在武汉杂技厅官方微店、杂技厅售票处预
订“早鸟票”，还可以享受 6 折优惠。

攀岩冲浪滑板小轮车列入奥运项目

省体育局面向社会跨界选才
本报讯（记者 佘 晖 通讯员 蔡 姣）你喜欢攀岩、冲浪、滑
板、小轮车这些极限项目吗？ 你有出众的身体机能、突出的
运动天赋吗？ 湖北省体育局喊你来报名！ 只要你通过选拔，
就有可能入选国家集训队，并代表中国参加奥运。
据介绍，2020 年东京奥运会首次将攀岩、 冲浪、滑
板、小轮车列入比赛项目。 为了备战奥运，省体育局决定
实施跨界跨项选才。 发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多渠道多

话剧《模范监狱》由易中天创作，导演韩清、杨佳音以及
演员都来自北京人艺。 该剧讲述的是发生在 1936 年的故
事，国民党当局为了展现“新生活运动”的成果决定评选模
范监狱供友邦记者团考察，还派出特派员前往指导工作，长
江边某监狱成为选点之一。 典狱长闻讯后紧急组织犯人强
化训练，谁知学员们在训练中洋相百出，监狱的腐败现象也
渐渐暴露出来，而无论是犯人还是看守长、典狱长，都一样
面临着人性的拷问。
长江日报记者在演出现场看到，《模范监狱》 虽然是易
中天的首部剧作，但剧情、舞美都颇有看点。 剧中为了争取
到
“模范监狱”的荣誉，典狱长、看守长先后迎来了 3 位真假
难辨的“特派员”，故事几度反转，而训练中犯人们彼此间也
勾心斗角，“戏”味儿十足。 剧中特派员、犯人等各种角色都
操方言亮相，一大串东北话、上海话之后，小偷上来一张口
就是一句“拐子”，“做事情要耍拉”，一大串的武汉话仿佛是
易中天特意为湖北观众设置的“彩蛋”，记者显然比身边的
北京观众体会到了更多笑点。而随着故事的发展，小偷成为
了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人物，不仅让“特派员”露出了马脚，
也让武汉话频频出彩。

台下有情：易中天问候武大校友

88 岁的周韶华以富有阳刚气的创新水墨作品闻名
于世，一改传统文人画的小格局。 上世纪 90 年代末，曾
多次访问德国，并在德国举办展览，对德国艺术并不陌
生。
“俯仰天地——
—周韶华画展”展出了周韶华近 30 年
来创作的 90 余件作品。汉武帝墓前的石狮，古代碑林，曾
侯乙墓出土的楚人图腾，同样以创新性姿态，出现在周韶
华的当代水墨创作中，和吕佩尔茨解构经典，有异曲同工
之妙。
9 月 10 日，两位艺术家首度在东湖会面，畅谈东西
方艺术。 吕佩尔茨表示：“中国水墨的线条和笔触所蕴含
的意趣，超越了时间与空间。中国的传统古典绘画对我来
讲，并不是很异国情调，我也希望有天能够去挑战”。周韶
华则期待“在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交融中，弥补传统中的
短板，进行优势互补，以改变固有的视觉方式”。
据悉，两位大师个展由湖北美术学院、德国贝尔艺术
中心、周韶华艺术中心联合主办，将展至 10 月 20 日，计
划 2018 年将展览移至德国。

本报讯（记者 王 娟）不用去长隆和迪士尼，也能看到高
水准的马戏演出。 9 月 29 日到 10 月 9 日，武汉杂技厅将为
江城观众带来全新的“环球大马戏嘉年华”，用精彩的马戏
节目和高难度的杂技节目，陪观众欢度“十一”长假。
由武汉杂技厅策划推出的
“
环球大马戏嘉年华”从 2013
年开始和武汉观众见面， 将孩子们最爱的大马戏和惊险的
杂技节目融合在一场演出中，备受孩子和家长们的欢迎。 4
年来，“环球大马戏嘉年华” 先后为孩子们带来了狗熊、骏
马、狮虎等众多动物明星的演出，节目也不断更新，已经成
为江城全新的演出品牌，也成为不少家庭过节的首选项目。
此次从 9 月 29 日开始全新亮相的“环球大马戏嘉年

话剧界最老新人
演起戏来演员都被“
震住”了

本报讯（记者 周满珍）12 日，中德两位泰斗级艺术大
师周韶华、马库斯·吕佩尔茨在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同场
对“画”。周韶华艺术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两位年龄
相差 12 岁、风格不同的画家，同场对“画”，并非刻意安
排，而是刚好在同一时期推出个展。

本报讯（记者王娟 通讯员孙妮）9 月 15 日晚，在 2017 鲁
宾斯坦钢琴大师赛上脱颖而出的两位优秀青年钢琴家将在琴
台音乐厅联袂亮相，带来肖邦、莫扎特等大师的经典曲目。
鲁宾斯坦钢琴大师赛创建于 1974 年， 以 20 世纪杰出
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名字命名，每 3 年举行一届。此项赛事不
仅奖金丰厚， 奖章更由当代西方最有创造性和影响最深远
的艺术家巴勃罗·毕加索设计，极具收藏价值。 此外，获奖
选手们还将获得音乐会合约及唱片录制机会， 因此吸引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优秀钢琴家参与。在国际古典乐界，此
项赛事的重要性和肖邦国际钢琴比赛、 柴可夫斯基国际钢
琴比赛、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相当，也是世界上最重要、
难度最大的钢琴比赛之一。
此次来汉亮相的两位“90 后”钢琴家，今年 4 月刚刚在
以色列特拉维夫举行的第 15 届鲁宾斯坦国际钢琴大师赛
上获奖。 其中 22 岁的波兰选手西蒙·内林不仅获得了大赛
的第一名， 还包揽了“肖邦作品最佳诠释奖”“进步学业大
奖”和“初级评委大奖”等 3 个单项大奖。 虽然年纪轻轻，但
内林的首张唱片就荣获了 2016 年度波兰唱片学会年度“最
佳独奏专辑”奖项，并在伦敦威格摩音乐厅、纽约卡耐基音
乐厅以及“肖邦与欧洲”音乐节等重要演出中亮相。
与西蒙·内林同台演出的，还有获得此次比赛中“最佳
室内乐表演奖”以及“最佳以色列钢琴家奖”的叶夫根尼·扬

易中天首部话剧
京城亮相

方位挖掘极限运动爱好者，重点面向习练武术、杂技、技
巧、蹦床、体操、田径等项目人群。 此次选材报名时间截
至 9 月 15 日，9 月 20 日将开展初试选拔。 通过选拔的
人，将成为从事攀岩、冲浪、滑板、小轮车四个运动项目
专业运动员， 组成国家集训队和国奥队， 并有望参加东
京奥运会。
报名请联系省社体中心肖华，电话 13871139433。

记者任勇 摄

《模范监狱》亮相之后场场爆满，10 日晚由武汉大学校
友组织的
“缘自一珈·情满京华”专场观剧更是座无虚席。虽
然易中天因为骨折未能亲临剧场， 但他在演出结束后特意
通过电话连线和校友们交流。连线中，易中天不仅表示了对
武大校友的深情问候， 更对有着百年校史的珞珈文化精神
进行了概括：“百年武大，风景如画。兼容百科，心系天下。诞
育英才，振兴华夏。无限前途，无穷变化。”他幽默地表示，因
为这部剧自己成了“中国话剧史上年纪最大的新人”：“人家
都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这部剧其他所有主
创在话剧界的资历都比我老， 我希望我是前浪不断变新
浪！ ”
长江日报记者了解到，在《模范监狱》的排练过程中，易
中天曾给演员们演过一次独角戏，一个人串起所有角色，剧
中七八种方言横跨了大半个中国，他都说得十分地道，在场
的所有人都被“震住了”。在首演前的一次媒体见面会上，易
中天也露了一手，他现场扮演典狱长，和杨佳音扮演的“特
派员”一言一语你来我往，易中天的表现丝毫不落下风，把
一个在长官面前畏畏缩缩的典狱长刻画得淋漓尽致， 让网
友们感叹：“简直是被学术耽误的老戏骨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