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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端子 文
白周峰 摄影

本报讯“刘大哥讲话
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
……”熟悉的《花木兰》选段
由6位年轻的台湾演员唱
出，一板一眼，颇有韵味。
昨天上午，两岸文化交流暨
2017年度培训班结业汇报
典礼在河南豫剧院青年团
排练厅举行。

7月13日开始，来自宝
岛的6位年轻演员、两位乐
师在郑州培训，这是由河南
省文化厅主办、河南豫剧院
承办的海峡两岸豫剧培训
中学员最多的一次。

豫剧名家陈安福曾赴
台教台湾豫剧团排演传统
剧目，此次的教学仍由他手
把手认真传授。6位台湾演
员从学习说河南话开始，一
字一句刻苦学习，经过40
天的学习，他们把《花木兰》
选段的唱腔和表演，一招一
式都学得有板有眼。

昨天，除了《花木兰》选
段，演员们还展示了身段
功、把子功等。省文化厅副
厅长康洁说：“从闽南话到
河南话，从歌仔戏到豫剧，
这样的跨度，短短的40天
学习，能有这样的成绩，令
人惊喜。”

□记者 游晓鹏

本报讯 日前，河南·台
湾两岸文化交流巡回演出
活动在郑州落下帷幕。从8
月14日起，这支由台湾桃园
敦青舞蹈团和金喇叭铜管
五重奏乐队组成的25人演
出队在平顶山、南阳、郑州
三地演出4场。

演出队特意为河南观
众带来的《猪栏风光》《欢乐
年节客家村》《稻花香里说
丰年》《台湾牛犁歌舞》《晒
谷场上庆丰收》等群舞，让
人领略到了与中原传统乡
村何其相似的桃园乡村风
情与农耕文化。而铜管五
重奏演绎的《那些年》和经
典台湾民歌，加入了时尚元

素，呈现出今天桃园更为立
体的精神风貌。

省文化厅外联处处长
张松涛告诉记者，整台的台
湾风情歌舞巡演近年来还
是首次来到河南。巡演期
间，除了歌舞与铜管表演，
随交流团来的还有四位台
湾书法家，他们每到一地都
会与当地书法家进行笔会
交流，碰撞火花。

桃园市政府文化局副
局长唐连成受访时表示，桃
园与河南两年来互动频频，
2016年桃园春之声管弦乐
团曾到平顶山演出，反响热
烈，今年他们特地选择了桃
园的杰出舞蹈、管弦乐表演
团体与书法艺术家再次来
豫交流。

□记者 王玮皓

本报讯 昨日，2017
中国郑港国际徒步大会组
委会在省体育局举行新闻
发布会。本次活动由河南
省体育局、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等单位主办，将在9月16
日拉开大幕，设置5公里亲
子情侣徒步线路和22公里
全民徒步线路，满足不同徒
步爱好者的体育健身需求。

中国郑港国际徒步大
会始于2015年 9月，已蝶
变为全国知名的徒步运动
品牌，是继中国郑开国际马
拉松赛之后郑州市的又一
张城市名片。

今年的徒步阵容，除运
动爱好者、机关企业、部分
高校组成的徒步军团外，还
将有奥运会冠军以及来自
俄罗斯、巴基斯坦、韩国等
国家的徒步爱好者。

发布会上，省体育局群
体处处长赵峻介绍，今年的
徒步大会有两个会场、两个
开幕式。5公里亲子情侣
徒步行在郑州市经开区举
行，开幕式位于经开区中心
广场；22公里全民徒步行
的开幕式和出发地点则位
于郑州市航空港区兰河公
园。目前，大赛报名工作已
经全面启动，将于9月10日
截止。

郑港国际徒步大会下月“走起”
全民赛事

台湾风情歌舞巡演首次来豫

文化交流

来豫学习的台湾豫剧演员结业了

□记者 王峰

核心提示丨《我的前

半生》走红后，在引发主

题探讨的同时也带动了

多部都市题材电视剧的

热播。由靳东、潘虹等主

演的《我们的爱》和蒋欣、

刘恺威主演的《继承人》

正在播出，与古装剧、言

情剧、谍战剧相比，都市

剧的一大特点就是能够

带动社会话题，引发观众

共鸣，这也是都市剧的积

极功能之一。如何通过

都市剧来与观众心意沟

通，这也是剧作人要思考

的主要问题。

由易寒执导，靳东、童
蕾、潘虹等主演的都市情感
剧《我们的爱》正在江苏卫视
热播。该剧讲述了一个家庭
三代人之间关于亲情、爱情、
责任的故事，围绕孩子，折射
出发生在观众身边却不被重
视的常态现象，引起观众讨
论热潮。编剧朱金晨昨日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通过
该剧替老年人发声，替他们
说句公道话。《我们的爱》以
一个小家庭的家长里短为典
型例子，反映出很多社会现
象，如老年人参与儿女家
庭生活、亲家之间的关
系、孩子的教育问题等。
这些问题的矛盾冲突，人
物原型在现实生活中有迹可
循。朱金晨认为，都市生活
剧不能胡编乱造，必须贴近
生活，“我经常会在小区里与
老太太们聊天，发现老人与
子女之间的种种问题”。

朱金晨介绍：“这部戏最
开始的名字是‘隔代亲’，本
就是写祖孙情的，来源于真
实生活和对周围的观察。现
在年轻父母迫于生活无暇顾
及孩子，凸显老人与孩子这
种家庭架构的电视剧却很
少，忽视了做出最大贡献的
老人们。他们的辛苦付出不
但在荧屏上被忽略，现实中
也被忽略，这不公平。现在
是年轻人掌握话语权的时
候，老人的声音很难被听到，
所以我希望能代表年轻父母
对他们说一声谢谢。”

都市情感剧《继承人》8月
17日晚登陆广东卫视。该剧
以行业剧为特点，讲述了蒋欣
饰演的法学博士汤宁为了一封
匿名信回国寻求父亲遗嘱真
相，潜入草根律师郑昊（刘恺威
饰）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两人因
各自的身世谜团被牵扯在一
起，从互相怀疑到携手并肩，共
同揭露家族秘密，以“继承人”
之名，展开了法与情的博弈。

出品方介绍，真实是《继承
人》的一大特点，该剧编剧是拥
有30余年的从业经验的律师
段祺华，在上千真实案例的基
础上，剧中的案件设置具有足
够的专业性和代表性。“汤家股
权继承案”“方家姐妹遗产案”

“奶茶妹继承案”等，案案相扣，
将继承法生动地呈现给观众。

导演阎建钢介绍，除了逻
辑缜密的庭审风云，《继承人》
也有关于亲情的思考。比如汤
氏家族紧张的家庭关系在财产
面前瞬间土崩瓦解，每一个角
色都有多维的人性展现。刘松
仁饰演的大反派钟克明利欲熏
心，一心设计，占有了本该属于
汤宁的财产，但从一个父亲的角
度看，他对“儿子”郑昊掏心掏
肺，挖空心思培养他成为大律
师，又不难看出其慈父之心。“可
以说，《继承人》并不仅仅是一部

‘花式普法’的行业剧，也是一部
传递情感的温情剧。”

祖孙情

由台湾导演陈铭章执导，
佟大为、陈乔恩、林鹏等主演的
都市爱情喜剧《人间至味是清
欢》正在湖南卫视播出。佟大
为和林鹏这次饰演了一对“裸
婚”夫妻，从校园相恋到结婚生
子，携手走过十余载，在甜蜜之
余，两人经历无数考验，更像是
现代都市中“裸婚夫妻”的缩
影，将当下关于买房、真爱、价
值观、育儿等热门话题全景展
现，观众能在这部剧中找到共
鸣。

作为林鹏的首部荧屏作
品，她此次颠覆了以往“打女”
的标签，以一头利落的短发、精
致OL造型惊艳亮相，演绎一个
倔强的都市女性。由佟大为饰
演的丁人间是个性格温和又

很“贫嘴”的好好先生，在
夫妻相处过程中，林鹏

的角色则表现的
“霸气十足”，漂

亮 又 强 势 。
如此新鲜的
组合，以及

夫 妻 间 有 些
“虐”的互动，也

为本剧增加了不少
看点和话题。这是林

鹏首次和佟大为合作，对
于此次新鲜的尝试，林鹏表

示：“这次和佟大为合作得非常
愉快，大家在片场也是非常欢
乐，因为在剧中我经常要‘欺
负’他，而他也要表现得很怕
我。”

都市剧离
不开

这些“情
”

11

22

33
夫妻情

《继承人》剧照

林鹏

《
我
们
的
爱
》
海
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