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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采用皮影和真人
同台演出的形式

此次皮影音乐剧《熊猫成
长记》 是2017年第12届中法文
化之春艺术节的重头戏， 是艺
术节期间唯一 一部由中法双
方联合制作演出的剧目。 它以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音乐与中
国皮影戏”为主题，以中国国宝
熊猫为主角， 讲述了小熊猫历
经艰苦， 和其他伙伴一同拯救
环境的故事。

中方导演、艺术总监、国家
一级演员彭泽科先生介绍，该
剧最大的创新点在于首次采用
了皮影和真人同台演出的形
式。在剧本创作上，将中国传统
皮影艺术和法国文艺复兴时期
音乐相结合， 巧妙地在现实主
义创作手法中融合了浪漫主义
色彩；在人物造型方面，在传统
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剧中人物
形象卡通化的同时还融入了中
国传统水墨画风格， 使传统的
民族风格与现代儿童的审美情
趣相结合，让观众在观 看剧目
时， 宛如置身在西方文艺复兴
歌剧厅， 亦如置身于中国水墨
山水美术馆；而舞美设计上，则

融合了多种艺术元素， 特别是
灯光方面， 摒弃了以往皮影表
演单一的背投式投光方式，采
用前、后、局部多角度的照明方
法，突出灯光色彩变化，可谓美
轮美奂。

中法优秀传统艺术
相互交流和融合的产物

湖南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
传承中心与法国甜蜜忆古乐团
从去年开始开展深度合作，这
台剧目是由法方提供剧本和音
乐，由中方提供角色造型设计、
皮影艺术制作和表演。

此次皮影音乐剧《熊猫成
长记》 第一次将中国传统皮影
艺术和法国文艺复兴时期音乐
这两大优秀传统 文化元素结
合起来， 是中法优秀传统艺术
相互交流和融合的产物。 它通
过创造性地继承和有继承性的
创造对未来艺术作品的创作模
式做了一次有积极意义的探索
和尝试， 对传统文化的普遍内
涵进行全新的诠释和改造，这
也符合我们国家中华传统文化
“走出去”战略的要求。

■记者 吴岱霞

本报 5月24日讯 曾在
《爸爸去哪儿》 俘获一大票粉
丝的董力阿拉雷“父女”，25日
将一同现身《妈妈是超人2》。

“蕾力” 父女之所以能够
现身，还要多亏沙溢胡可夫妇
的召唤，阿拉蕾和安吉兄弟难

得重聚，兴奋得唱起她在《爸
爸去哪儿4》里的代表作《小喇
叭》。 渐渐长大的阿拉蕾越发
懂事，成为了董力带娃的“神
助攻”。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莫楚宁 毛曦蔚

本报5月24日讯 对于中超球迷来说，这是一场注定没有赢家的内斗。北京时间24日晚，
2017年亚冠联赛1/8淘汰赛首回合较量， 也是亚冠历史上第一次中超德比在上海体育场进
行，上海上港主场迎战江苏苏宁。两队之间的熟悉程度，加上都拥有超强的外援三叉戟，让这
场交锋充满着悬念。在开场不久江苏苏宁就1:0领先的情况下，上海上港通过胡尔克的点球
入门和成功传射，最终以2:1逆转苏宁抢得先机，次回合将在5月31日20时进行。

而在23日晚，广州恒大主场以1:0战胜鹿岛鹿角，两队之间的次回合比赛将于5月
30日18时于日本举行。 ■记者 叶竹

中法联合制作皮影音乐剧《熊猫成长记》在长沙进行全球首演

“混血胖哒”携带皮影“基因”走出去

本报5月24日讯 2017“健
康中国(湖南)行·走红军走过的
路·徒步穿越大湘西”（慈利站）
健行组的比赛，21日在慈利县
南山坪乡落下帷幕， 来自湖南
体育职业学院的志愿者们圆满
完成此次活动志愿服务工作任
务。活动组委会负责人、湖南省
社会体育指导服务中心主任周
光正对体院志愿者的志愿服务
工作高度赞扬。

此次比赛活动从5月19日
至21日，历时三天，来自全国各
地的400多名户外爱好者参与。
由20名志愿者担任各小组的领
队， 与救援队一起保障所有选
手的安全与后勤服务。19日上
午9点，聚集在慈利县溪口镇樟
树村“红军树” 下举行启动仪
式。启动仪式上，贺龙元帅的女
儿贺捷生(少将)亲临活动现场，
并为活动主办方授旗。 本次活
动徒步距离约55公里， 累积海

拔上升3225米， 累积海拔下降
3010米。 从溪口镇红军树广场
出发，途经卓家山、剪刀寺、勾
魂溪桃花村等地，最终有328人
完成全程徒步，到达南山坪乡。
一路下来， 志愿者忙碌的身影
和晒得发红的皮肤给大家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成为一道美丽
的风景线。 参与此次志愿服务
的同学表示， 他们通过本次活
动不仅重温了红军之路， 体悟
先烈付出， 更充分发挥出自己
专业特长来参与公益活动，服
务大众。

作为“中国十大徒步人
物”，李新一直作为活动组委会
聘请的推广大使， 同时也是
2008北京奥运火炬手。 三天来
他和体院志愿者一道， 不停地
为志愿者们加油呐喊， 也不时
分享着他参与公益活动17年的
经历， 大大地鼓舞着体院志愿
者们。 ■通讯员 万锐

“穿越大湘西”慈利站收官
湖南体育职院志愿者获赞

连连看

亚冠首场中超德比，上港2:1苏宁

“胡”射

《重返·狼群》长沙路演
上演真实版“与狼共舞”

本报5月24日讯 世界首例
个人成功放归野狼的传奇故事
《重返·狼群》搬上荧屏了。今日，
影片主人公李微漪、 亦风现身潇
湘国际影城长沙天马店， 现场与
观众交流小狼格林回归草原、重
返狼群的传奇经历。

《重返·狼群》 讲述了两位成
都青年———李微漪和亦风在若尔
盖草原偶然拯救了一只出生仅五
天的小狼崽，取名“格林”，从此
“与狼共舞”的酸甜苦辣，最终突
破纪录成功将它放归狼群的真实
经历。 电影中关于小狼生活情感
的记录真实丰富， 格林的成长过
程和回归草原的曲折经历打破了
很多人对于狼和野生动物的固有
观念， 对人类自身的命运和生存
状况也有了新的思考。

据两位主创透露， 电影由长
达一千多个小时的影像资料剪辑
而成，制作时间长达七年，十分艰
辛；电影没有导演和剧本，是完全
真实的故事记录与呈现，比起“电
影”，《重返·狼群》更像一部纪录片。
不仅现场观众纷纷被影片中“真实
而纯净的力量”震撼、感动，导演陆
川也称赞它“是一部令人尊敬的电
影， 展现了野生动物生存的现实
境况。”

据介绍，该片将于6月16日全
国上映。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莫楚宁 毛曦蔚

本报5月24日讯 今天，
“重读经典·倡行价值阅读”研
讨会暨湖南省价值阅读品牌
示范店启动大会在长沙举行。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文
联主席欧阳斌，商务印书馆总
书记肖启明， 国家一级作家、
湖南省作协副主席马笑泉先
生等相关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据悉， 截至去年年末，商

务印书馆价值阅读品牌示范
店已建成1061家。此外，在创
新全民阅读推广模式，逐步打
造全民阅读推广体系方面，商
务印书馆先后在“书香机关”
“书香企业”“书香学校”“书香
乡村”等方面积极实践，积累
经验，覆盖青海、宁夏、新疆、
河北、河南、四川等20多个省
市自治区。 ■记者 和婷婷

湖南省价值阅读品牌示范店
启动大会在长沙举行

《荡寇风云》还原戚继光抗倭传奇

本报5月24日讯 昨日，古
装历史动作大戏《荡寇风云》
举办“决战在即”首映发布会。

电影《荡寇风云》根据中
华民族英雄戚继光的事迹改
编，讲述了明嘉靖年间，倭寇
在中国沿海烧杀掳掠，在剿倭
战争节节失利的情况下，一代
名将戚继光（赵文卓饰）组建

中国历史上首支“特种部队”
戚家军，与俞大猷将军（洪金
宝饰）联合扫平倭患怒破千军
的故事。赵文卓表示，“我从小
习武，非常熟悉和敬佩这个人
物。”据介绍，该片定档5月27
日上映。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莫楚宁 毛曦蔚

董力阿拉蕾同框上《妈妈是超人2》

5月24日晚，由湖南
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传
承中心与法国甜蜜忆古
乐团联合制作的皮影音
乐剧《熊猫成长记》在湖
南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
传承中心非遗展演剧场
全球首演。接下来，《熊猫
成长记》 将会赴中国武
汉、宜昌，法国巴黎等地
进行全球巡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