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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峰

本报讯 记者昨日获
悉，赖声川任艺术总监、周
黎明执导的话剧《环路男
女》将于8月29日、30日登
陆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而
赖声川执导的舞台剧《十三
角关系》也将于9月12日、
13日在同一地点与河南观
众见面，这两部话剧都将于
6月27日开票。

《环路男女》是周黎明
自编自导的第一部话剧，据
介绍，《环路男女》的创作灵
感有两个，一是北京等大都
市的道路系统，二是奥地利

剧作家施尼茨勒的《轮
舞》。周黎明选择用4个演
员扮演8个角色，“剧中的4
个演员分成两个年龄段，代
表着两个阶层，分别是掌握
资源和不掌握资源的，他们
可能是同一个人物不同的
侧面和阶段，戏里也有很多
暗示”。

《十三角关系》讲述了
一个复杂却又简单的故事：
一对夫妻，把家庭、婚姻经
营得相当失败，丈夫有外
遇，女儿因缺少关爱而活在
自己的世界里不愿接触现
实……看似简单的三角关
系，却延伸发展出错综复杂

的十三角关系。赖声川用
一幕幕荒诞闹剧，深入探索
现代都市男女如何在人与
人之间相互颠覆、互相猜
忌、玩弄权谋、变化身份，寻
找爱以及相爱的故事。

对于贴着喜剧标签的
《十三角关系》，赖声川强
调：“再荒谬的事情也要写
实，违背自然和真实的喜剧
是僵硬而牵强的。唯有掌
握角色的心理，根据内心来
演戏，观众不但会笑，这个
笑还会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成为下一个笑点的伏笔，最
终可以贯穿整部戏。”

□记者 游晓鹏

本报讯 古籍已经残
损，普通人还想查阅，怎么
办？可以通过胶卷看它
们！昨日，由国家图书馆主
办，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
制中心和河南省图书馆承
办的“传承文明 服务社会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

工作成果展”在郑州举办，
该展览是继南昌首次巡展
后的第二站。

“缩微技术是利用专门
的拍摄器材，把文献拍摄到
感光胶片上长期保存，并利
用数字还原的方式加以利
用的文献管理手段。缩微
胶片具有真实反映原貌、内
容不可更改、具有法律效

力、节省存放空间、保存时
间500年以上且可复制等
优势。”据河南省图书馆馆
长孔德超介绍，此次展览为
期一个月，以图文结合的方
式展示从1985年全国图书
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成立
至今，缩微中心引领各省级
公共图书馆对珍贵文献进
行抢救取得的成果。

□记者 游晓鹏
通讯员 化夏

本报讯 丰子恺的漫画
风格简朴，却意境隽永，充
满浓厚的生活气息，在中国
画坛独树一帜，他对孩子的
教育也颇有心得，并在漫画
中时有彰显。6月26日，由
河南博物院、浙江省博物
馆、河南省美术馆联合主办
的“敝帚自珍——丰子恺漫

画展”在河南省美术馆免费
对公众开放，展览将持续至
7月26日。

丰子恺是中国现当代
著名的漫画大师，早年曾师
从“弘一法师”李叔同学习
绘画，“五四运动”以后开始
漫画创作。他将西方绘画
技巧与中国传统艺术修养
融为一体，兼受日本画家竹
久梦二的影响，逐渐形成了
独具个人特色的漫画艺术

风格。
本次展览分为“童心”、

“世相”、“朋情”、“物我”四
个主题，包含了《把酒话桑
麻》、《贫女如花只镜知》等
丰子恺的漫画代表作品，这
些作品均出自浙江省博物
馆收藏的《敝帚自珍》画集，
共101幅。该画集完成于
1971年，由丰子恺自己选
出漫画中至爱之题材，重作
成套而成。

□记者 张晓东

本报讯 为了让孩子们过
一个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生动
有趣的阅读暑期，郑州图书馆
和河南省少儿图书馆分别推出
了各项主题活动。

据了解，郑州图书馆（大石
桥馆）精心准备了 2015 暑期

“文化超市”活动：6月30日至8
月 25 日，每周二上午 9 时 30
分，少儿借阅室将举办夹弹珠
比赛、保龄球比赛、折纸比赛、
飞镖比赛以及棋类比赛等活
动，每周六上午将进行优秀动
漫展播活动；7月1日至8月10
日，少儿借阅室将举办“激扬青
春，放飞梦想”书画大赛；7月1
日至7月14日每天下午5时至
7时（双休日除外），一楼广场将
举办民族舞蹈互动课；7月11
日下午3时至5时，在一楼大厅
将举办创意手工纸艺活动；7月
25日下午3时至5时，一楼大
厅将举办经典故事改编绘本活
动；7月 1日至 7月 30日每周
二、周四下午3时至4时30分，
每周三、周五下午5时30分至

7时，一楼大厅将举办“我要学
画画”活动。

郑州图书馆（新馆）将举办
2015暑期“夏令营”系列活动：
7月8日下午3时，少儿多媒体
室将为孩子们举行3D电影观
赏活动；7月15日下午3时，少
儿阅览室将举办手工坊系列
（彩泥）活动，由专业老师教小
读者们玩转简单彩泥，变化多
端造型。

河南省少儿图书馆将推出
暑期“悦”读季活动：与河南省
京 剧 院 联 合 举 办“ 走 近 国
粹”——京剧艺术体验周，让小
读者近距离欣赏国粹艺术；由
专业文字及美术编辑老师指导

“一书一世界”暑期特辑——读
绘本 做绘本、“书中精灵”——
我的藏书票制作活动。此外，
还有亲子音乐课堂、国际象棋、
书法公益课堂、暑期小志愿者、
阅读之星活动，以及彩虹周末
系列亲子阅读、故事会、手工、
科学、外语等近 200 场活动。
具体活动日期和地点可以到河
南省少儿图书馆咨询。

□记者 王峰
全媒体支持 陈振兴 刘芳

昨日，3D电影《自古英雄
出少年之花木兰》新闻发布会
在郑州举行。据介绍，该片将
于今年8月份正式开机。该系
列电影开篇之作《自古英雄出
少年之岳飞》已于2012年初上
映，之后将拍摄共100部同系
列电影。

出品方河南视界董事长郭
永涛表示，花木兰被多种文艺
作品所表现，但目前全面展现
花木兰少年成长时期的文艺作
品较少。据郭永涛介绍，该片
由河南导演朱赵伟执导，演员
王思懿已确定加盟，饰演花木

兰的小演员尚在甄选中。据
悉，视界传媒计划制作发行
100部“自古英雄出少年”系列
少儿古装喜剧片。

河南奥斯卡电影院线也是
影片出品方之一，院线总经理
刘健希望通过涉足影视制作，
来打造院线的影视全产业链，

“作为四海发行联盟的成员之
一，其他几家成员都有成熟的
影视拍摄制作能力，奥斯卡在
这方面处于起步阶段，希望借
此积累经验，在打造‘自古英雄
出少年’系列电影品牌的同时，
锻炼院线的拍摄团队，争取以
后在影视全产业链中更有话语
权”。

□记者 游晓鹏

本报讯 记者昨日获悉，第
七届河南省钢琴艺术周(欧洲
年)重点项目——由我省艺术
家创作的具有探索性质的“黑
白键”系列主题儿童音乐剧，将
于7月17日晚在河南艺术中心
音乐厅上演。该剧主创表示，
钢琴音乐剧这种独特的艺术尝
试意在展现音乐魅力的同时，
改变“很多音乐会大人小孩都
听不懂、坐不住”的状况。

据介绍，“黑白键”系列主
题儿童音乐剧去年7月曾在河
南艺术中心音乐厅演出，今年
推出的第二季故事情节和曲目
都跟之前不同，主创又做了大
胆尝试。剧中既囊括双钢琴和

钢琴独奏的大量钢琴经典曲
目，包括技术难度极高的双钢
琴演奏《卡门幻想曲》等，还与
有趣的故事情节结合在一起，
在一个父亲潺潺流水一般的睡
前讲述中，一个个小故事变成
了现实，让观众在音乐中徜徉。

该剧的创作团队都是80
后，包括河南文化艺术研究院
钢琴演奏教育名师黄蓓蓓、河
南文化艺术研究院青年编剧杨
浥堃和曾参演《红旗渠》的青年
话剧演员陈韬。“很多人认为古
典音乐只需要在一个舒适的环
境里面静静聆听，但实际上，除
了听觉，视觉和触觉也可以成
为欣赏的一部分。”黄蓓蓓告诉
记者，在“黑白键”系列主题音
乐剧中，这种尝试还将继续。

看到这么多好看好玩的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图书馆里，阅读和玩在一起

“自古英雄出少年”
系列电影要拍100部

钢琴音乐剧，不只是听音乐

《环路男女》、《十三角关系》
两台话剧要来郑州演出

敝帚自珍——丰子恺漫画展
将在郑州展出一个月

文献缩微工作成果展
展示图书馆抢救珍贵文献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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