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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声川 30年后“梦想成真”
表演工作坊专属剧场落户上海

以《暗恋桃花源》、《宝岛一
村》闻名华人世界的戏剧家赖
声川，30 年来一直希望有个自
己的剧场，如今他终于“梦想成
真”：其带领的表演工作坊专属
的“上剧场”即将于 11月在上海
落成试运营，并将上演《爱朦
胧、人朦胧》、《冬之旅》、《在那
遥远的星球，一粒沙》等作品。

赖声川日前在沪说，表演
工作坊自 1985年上演首部作品

《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以来，在
全世界共上演了 54 部作品，虽
有长期合作的常驻剧场，却一
直没有自己的剧场。“常年的各
地奔走，感觉自己就如同游牧
民族一般。在走走停停之间，
一直渴望寻求一种‘家’的归属
感。”他说。

据介绍，“上剧场”坐落在
上海市徐汇区美罗城商场 5层，
2009 年起筹建，包含一个剧场
和一个排练厅，剧场可容纳 600
余名观众；其原址是新中国成
立后上海兴建的第一个剧场徐
汇剧场，1992年被拆除。

“我的理想是建一个 21 世
纪的剧场，让戏剧成为人们日
常生活的一部分，进剧场就像吃
饭、逛街那样平常。”赖声川说，

“上剧场”阶梯状的观众席整体
高于舞台，将避免观众总是看到
前排观众后脑勺的尴尬，同时将
设置一定数量的“情侣座”，即座
位之间没有横杠连接。

据介绍，“上剧场”的开幕季
演出包括《爱朦胧、人朦胧》、《冬

之旅》、《在那遥远的星球，一粒
沙》、《一夫二主》、《那一夜，在旅
途中说相声》、《弹琴说爱》、《叽
咕男女变形记》，其中《爱朦胧、
人朦胧》将由 S·H·E成员陈嘉桦
主演，《在那遥远的星球，一粒
沙》由郑佩佩主演，《那一夜，在
旅途中说相声》由戴军主演。此
外，“上剧场”每年将定期演出表
演工作坊及其制作方北京央华
的剧目。④4 （据新华社电）

《冬之旅》剧照 《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剧照

本报讯 （记者刘 洋）9 月 5
日，由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省作家
协会、省文学院等联合主办的胡
昌国长篇小说《爱如山水》研讨会
在省人民会堂举行。来自省内外
的著名作家、评论家和学者南丁、
李佩甫、黄宾堂、郑彦英、王洪应、
李庚香、何弘、高金光、耿占春、涂
白玉、韩宇宏、李伟昉、樊洛平、刘
景亮等参加了研讨会。

长篇小说《爱如山水》以上世
纪 80年代一位基层职员姚远方与
山村女教师左梦玲长达 7年的爱
情坚守为主线展开，不仅叙述了两
个年轻人因 7年前的一次邂逅而
产生浪漫爱情的经历，同时还展现
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
期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变迁。主
人公的传奇情感经历，与他们苦涩
艰难的人生，映照出社会转型时期
人们心理的变化与成长。本书责
任编辑田小爽介绍说，这部小说自
今年 8月份出版以来，颇受读者追
捧，已经第二次加印。

与会者认为，《爱如山水》最让
人怦然心动之处，在于作者用一种
诗化的写作方式进行了一个关于

爱情的纯粹的表达。这是一个“50
后”对爱情的解读，是一个中国版
的《廊桥遗梦》，是一个“有情人终
成眷属”的故事，流露出浓郁的理
想主义、浪漫主义情怀。这部小说
让我们看到了人间的真爱，呈现的
是一种童话般的至真至美的境界，
宣扬的是一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人生观、爱情观，传递的
是一种真善美的正能量。因此，在
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们的心头是
明亮的、温暖的。

在谈到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
和创作特色时，与会者指出，小说
采用倒叙手法，结构严谨而有力，
情节动人，人物、场景描写细腻，具
有很强的情感饱满度。整个小说
中洋溢着青春书写的气质，很好地
表达了那个年代青年人的青春激
情；而这种激情，对于当下读者来
说非常具有新鲜感和启示意义。

胡昌国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他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创作了
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文艺评论
等作品，先后出版散文集《心有多
远》、《心归何处》等。《爱如山水》是
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④4

本报讯 继《幸福了吗》、《痛
并快乐着》之后，央视著名主持
人、资深新闻评论员白岩松近日
将推出新书《白说》。

多年来，白岩松坚持在自己的
岗位上用节目发声。对于说话这件
事，白岩松新书《白说》封面上有段
话：“我没开微博，也没用微信。只能
确定这本书里所有的话，都是我说
的。”他表示，尽管“说话不是件好玩
的事儿”，“话多是件危险的事。然
而，沉默更加危险！”他依然向往“说
出一个更好点儿的未来”，就算“说了
白说”，可是“不说，白不说”。

在《白说》后记中，白岩松总结
说：“这是一本自传吗？不会有人
这样问。可我还是想抢着回答：好
像是。因为在整理这本书的过程
中发现，一路上与人聊天的话语，
其实比写在纸上的履历更真实地
记录了自己在内心里走过的路。”

在新书中，白岩松还谈到了
中国时政和改革，以及中国在国

际上的形象和中国软实力。
据该书出版方长江文艺出

版社透露，9 月 16 日白岩松将在
首都图书馆举办新书读者见面
会。④4 （文 娱）

本报讯 （记者王晓欣）郑州
松社书店日前举办了我省画家
李巍松新书《古质今妍——李巍
松绘画》发布会。这本书汇集了
李巍松多年的成果，全面展现了
他近年来的艺术追求。该书由
国学大师饶宗颐题写书名，著名
画家何家英作序。

李巍松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自幼酷爱绘画，植根传统，潜
心追古，有着深厚的传统功力。

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山水、人物、
花鸟皆有涉及，在继承传统的基
础上不落前人窠臼。

《古质今妍——李巍松绘画》分
为上下两册，上册为《丹青供养·佛
释绘画》，下册为《广大精微·山水
花鸟小品》。“巍松善悟，妙法传神，
寓新于古，是其功也。”何家英这样
评价李巍松在绘画上的造诣。

当天的新书发布会吸引了不
少美术爱好者。④4

胡昌国长篇小说《爱如山水》
研讨会在郑举行

白岩松将推新书《白说》

我省画家李巍松出新书

在第 72 届威尼斯电影节
上亮相的首部华语影片《家》9
月 2 日和公众见面，虽然这部
时 长 280 分 钟 的 剧 情 片 送 递
到电影节的时间不长，但国际
影评人周单元仍决定这部“重
量级”的非竞赛影片作为单元
首映影片在电影节开幕当天
登场。

《家》讲述了中国内地小
城市一对年逾古稀的普通夫
妇与生活境遇不同的 3名子女
间的家庭故事。同现代很多
中国家庭一样，儿女们在离家
乡很远的大城市里生活打拼，
老两口为了看望孩子踏上漫
长的探亲之旅。电影散文式
地选取记录了这段旅程的数
个片段，让观众感受主人公对
生 活 、亲 情 和 生 命 的 朴 素 态
度。

选择近 5个小时的电影参
加电影节展映，对于电影制作
方和展映组织方都是一个挑
战。在首映结束后的短暂问
答环节，《家》的澳大利亚籍华
人导演刘庶民就此回答说，首
先这个时长是他认为“能保留
住细节和味道的”合适长度，
在他纠结是否最终要为电影
瘦身时接到了威尼斯电影节
的邀请，这种认可的回应也助
他下定决心，保留这个非常考
验影片质量以及观众耐心的
影片时长。

这部影片选用的都是非
职业演员。在首映当晚，扮演
老夫妇的两位演员也受邀登
台。在回答提问时这对生活
中真实的夫妇说，“社会就是
个大舞台，人生亦是一场戏”，
生活中怎样，便在电影中怎样
表演。

《家》这部电影反映了当
下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现实和
真 实 情 感 ，具 有 很 强 的 感 染
力，观众席上坐了近 5 个小时
的影片喜爱者报之以长时间
的掌声。

刚过不惑之年的导演刘
庶民生于中国，本科毕业于上
海 同 济 大 学 ，之 后 受 兴 趣 驱
使，离开物理科研工作考入北
京电影学院做研究生，毕业后
以电影摄影师身份参与过多
部影片和广告的拍摄。《家》是
他的电影处女作，历时 3 年多
完成。④4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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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 洋）9 月 5
日，郑州图书馆市民文化活动“健
于行·美于心·惠于民”主题广场
活动在郑州图书馆新馆开幕。

这项活动是郑州图书馆（市民
文化中心）2015年度市民文化系列
活动之一，适逢AFFA（美国有氧体
适能协会）中国区体适能交流大会
在郑州图书馆举行，因此这次活动
有很多国际元素与特色项目。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
发放图书馆宣传资料，解答读者

问题，征求读者意见，并现场办理
借书证；市民群众在 Lisa 等国际
知名体适能教练的带领下开展健
身操领学等活动。郑州图书馆新
馆采用互动玻璃幕墙显示技术，
利用光电投影在玻璃幕墙上展示
图书馆相关资料以及由聚协昌博
物馆提供的“书院文化展”和“南
荒村——河南百姓抗战的故事”
等展览的珍贵藏品的图片，使市
民身临其境地感受文化的魅力，
直观地学习、轻松地娱乐。④4

澳大利亚籍华人导演刘庶民的电
影处女作《家》9月 2日作为第 72届威尼
斯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周单元的揭幕片
与公众见面。除了超常规的 280 分钟
时长，这部电影全部起用非职业演员，
坚持用 35 毫米胶片拍摄，诸多话题引
人关注。

刘庶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家》的
创作初衷是希望通过片段式的方式来
反映中国社会现实，通过家庭的关系以
及父母那一代人，来折射中国社会不同
层面、不同地区人们的真实生活状态。

他说，这部电影想献给他父母那代
人，即伴随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他认为，这代人经过了太多历练和变
革，他们身上的优点和缺点都同样的独

特和宝贵，那是他们一生的积淀和中国
人人性的缩影。

《家》的故事情节和日本导演小津
安二郎的著名影片《东京物语》（1953
年）的故事脉络颇为相似。刘庶民在阐
述创作思路时说，父母对家庭、对子女
的关爱是一个永恒的电影话题，他希望
通过自身情感经历表达出自己对家庭
关系的理解，两部电影有相似之处是不
谋而合。

《东京物语》讲述的是一对老夫妇
到东京探望子女们的故事。刘庶民说，
自己很喜欢《东京物语》，他不否认这部
电影在题材上对他有启发，但他从中学
到的更多是对演员的尊重、对生活的尊
重。

片长 280 分钟对当下社会的电影
受众来说无疑太具挑战性。刘庶民解

释说，他起初是想做一部常规长度的电
影，但在拍摄时不希望演员受剧本束
缚，希望他们用自己的节奏、方式来演
绎电影。而他又在后期剪辑中发现，如
果这种真实的节奏被减掉，会损失很多
有价值的内容，最后就保留形成了这个
时长。

刘庶民说，他决定全部起用非职业
演员，而实际效果是“非职业演员让我
非常放心，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真实的
活生生的人”，于是观众在影片中看到
了教师演教师、建筑师演建筑师。

《家》的制作前后花了近 4年时间，
拍摄从最初计划的两个月到最终实施
时历时 1年，而且拍摄时坚持使用 35毫
米胶片而非数码。刘庶民说：“我们的
初衷就是想做一部绝对意义上的好电
影，希望能有人关注，能留下就行。”④4

导演刘庶民谈电影处女作《家》
□新华社记者 宋 建 张 璇

第六代导演贾樟柯 9月 6日在京宣
布，其新片《山河故人》将于 10 月 30 日
起在全国公映。该片旨在通过 3 个好
朋友 26 年的命运变迁，展现他对于岁
月与感情的思考。

贾樟柯说，影片的灵感来自他对于
岁月、对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思考。在他

看来，有很多被忽略的感情值得被铭
记，因此萌发了这个故事。

“《山河故人》最重要的一层含义
是，我们失散于山水之间，在电影中相
逢于时光之中，影片中长达 26 年的感
情之旅恰似一次爱的修行。”他说。

“记忆就像罩着美化的滤镜。”贾樟

柯说，“小镇青年的彷徨、无助与渴望，
在《山河故人》的第一段中，更多地成了
涛与金生、梁子的情感纠葛。”

《山河故人》是继2006年《三峡好人》
后贾樟柯再次在国内上映的故事片，其 9
年间在国内上映的其他作品，如《二十四
城记》等是纪录片。④4 （据新华社电）

贾樟柯新片《山河故人》下月上映

到郑州图书馆感受文化的魅力

“贵州大曲”魅力：茅台家族的亲民酒
金杨

今年 6 月 9 日，贵州大曲卷土重
来，正式亮相市场。

贵州大曲商标沿用了原版的书
法字体，统一使用贵州茅台五星徽标
和“贵州”商标，宣告了其贵州茅台酒
股份有限公司出品、茅台酱香酒核心
品牌的地位。

贵州大曲的每一款酒的包装设
计，都颇具茅台家族大气敦厚的君子
之风，同时又各具古朴典雅的不同特
色。雍容大方外表之下，贵州大曲则
饱含丰韵内涵。它的复出结合了中
国顶级酿酒团队的智慧和汗水、行业
顶级的工艺水准。贵州大曲从 6月上
市以来，凡品尝过的人都深受吸引、
赞赏有加。

出自茅台股份公司的贵州大曲，
是与国酒茅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酱香型白酒。它这次重新进入饮者
视野后，搅起一场不小的市场震荡。
已停产 16年的茅台贵州大曲，终于在
今天把忠实拥趸们的集体记忆再次
唤醒。当然，惊艳复出的贵州大曲，
唤起的不只是记忆，而是当年茅台亲
民酒的那种特殊的迷人味道。

据茅台官方介绍，久别归来的贵
州大曲，采用传统酱香的核心酿制工
艺，层层酿造、经久贮藏、精心调和，
酒质醇厚优雅、酱香回味悠长。

“贵州大曲和茅台酒都有异曲同
工之妙，是同样的地域，同样的员工
生产的。我认为好的东西就要推荐
给更多的人分享。”季克良说。

早在今年的春交会期间，贵州大
曲就被茅台股份公司纳入新的战略
部署：未来的茅台酱香系列酒，将是

一个以贵州牌为统领，以“一曲三茅
四酱+N”（贵州大曲、王茅酒、华茅酒、
赖茅酒、汉酱酒、仁酒、茅台王子酒、
茅台迎宾酒等）为构架的酱香酒产品
集群，围绕高端茅台酒，形成一个跨
越中端、中高端的完整产品体系。

分析人士说，这种新的产品战略
设计，让酱香酒全面覆盖了高、中、低
各价位带，特别是贵州大曲的重新上
市，对推动酱酒的大众化消费有积极
的作用，这也是中端酱酒将进入黄金
发展期的前夜。

贵州大曲是中国酒界泰斗季克
良先生目前唯一代言白酒品牌。坊
间猜测，老季之所以被贵州大曲的魅
力所征服，在于他对其有着特殊的情
感。

正如季克良所述：他进入茅台酒

厂工作的那一年，也正是贵州大曲的
投产元年。

尽管贵州大曲 16 年前因集团市
场发展战略需要，一度中断了生产，
但这款不少普通消费者曾经的“当家
酒”，一直有他们记忆深处挥之不去
的味道。

“贵州大曲很香很醇很正，品质
经得起考验。”茅台人说，更因为贵州
大曲亲民的价位，符合我们一直以来
坚持的“酿好酒就是为了让老百姓
喝”的理想。

酒业资深人士分析，贵州大曲重
新上市，对酱香白酒这个领域来说，
是一种丰富和弥补。相比茅台酒来
说，贵州大曲有更广阔的消费群体，
销售范围更加宽广，能够满足更多的
消费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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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郑州市农业路东 28号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电话：0371-65796126
65796127

传真：0371-65796121

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麻塘风湿病医院是镇氏中医世家五代人百余年打造
的品牌，医院医技力量雄厚，设备一流。中医专科主治：
风湿、类风湿及痛风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颈腰椎肥
大、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股骨头无菌性坏死、瘘软
瘫痪症、中风后遗症等 20多种疑难杂症。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市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从业医师 镇万雄、镇万林、镇水清等

电话：0715-8618999 8811938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 2号（京珠高速咸宁北入口处）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本院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08]第 10-31-18号

联系方式

公 告
新建郑州至周口至阜阳铁路位于河南省东南部、安徽省

西北部地区，线路自河南省郑州市引出，经开封（尉氏县）、许
昌、周口至安徽省阜阳市，接商合杭铁路至合肥枢纽，线路全
长约 276km，铁三院承担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向
公众进行第二次公告并征求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意
见。公众可以在铁三院网站（http://www.tsdig.com）查询相关
信息及报告书简本。索取信息和提出意见的期限：2015年 9
月 7日-2015年 9月 18日。

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