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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动态

梅帅元认为" 整个演出还有一个很好的点
可以挖掘#那就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呈现出
一幅动态的% 清明上河图& "将演出效果达到又
一个高潮#' 这一点是很值得花钱做一下的# (

清明上河园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旭东也表示
有同样的考虑)' 在世博会中国馆内" 看到动态
的% 清明上河图& "以白天和黑夜的形式展现了
一个活生生的大宋王朝"感到非常值得借鉴#动

态的% 清明上河图&是否可以融进演出里呢* (

著名舞台灯光设计师王宇钢认为" 可以通过
灯光映射的方式将画面从水面上浮现出来# 这对
水面深度$技术含量都有很高要求#' 可在浅水处
铺设一个软

$%&

屏"作为画面的载体# (而如何在演
出过程中展开$卷起软屏幕"当船从水中划过时怎
么才能互不影响* 这些问题可以作为一个研究方
向进一步探索#

% 大宋!东京梦华&'"((版创编会导演组提议)

动态% 清明上河图&水中摇曳

近几年"以% 印象!刘三姐&为开端"衍
生出的' 印象( 系列实景演出 % 印象!丽
江& $% 印象!西湖& $% 印象!井冈山& $% 印
象!海南岛&等遍布国内各个旅游景区#在
拉动旅游产业链条$增加旅游产品消费的
同时" 有些商业演出因上座率不如预期$

同质化现象严重"出现了难以继续的尴尬
局面#

为避免此现象的发生"保持% 大宋!东
京梦华&自身的优势"增加演出的可看性"

促进营销模式升级# 制片人梅帅元指出"

% 大宋!东京梦华&的创编及演出已步入成
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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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演出规模将不会再扩大 "

重点在于提升演出内容的饱满度和对宋
文化主题表现的准确度#

总导演张仁胜认为"演出是由一个个
细节构成的# 要淋漓尽致地体现大宋文
化$挖掘时代精髓"使演出更具艺术性"则
要从细节入手# 如果在一场演出中"出现
道具' 树(坏了"灯不亮了"菊花没了"演员
的演出状态不佳"舞蹈动作没有做到位等
情况"演员本身可能感觉不到什么"但看
演出的观众则看得一清二楚"观众的注意
力被转移" 使整个演出显得断断续续"影
响了演出的整体效果#

在演出的前半部分"有一段表现' 踏
青(的舞蹈)绿色的灯光打在青翠的草地
上"营造出春意盎然的氛围# 两个孩童在
秋千上玩耍 " 他们嬉戏时的每一个动
作 $每一声婉转悦耳的欢笑都映射出当
时的大宋王朝是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
时期#一切都是富有活力的$向上的$青
春荡漾的感觉 # 梅帅元认为 "在舞台表
现上 "这部分仍然是薄弱环节 "我们追
求一种 ' 一个王朝的青春在秋千上荡
漾(的感觉"在编排上还需要对此进行调
整和创新#

% 大宋!东京梦华&实景演出共
)"

分钟"融入
了经典宋词% 虞美人& $% 醉东风& $% 蝶恋花& $% 齐
天乐& $% 满江红& $% 水调歌头& #在文学性上"% 大
宋!东京梦华&是独树一帜的#加之开封几千年
的汴梁文明$历经几代王朝的兴衰"历史悠久"

底蕴深厚#在此基础上"一台再现大宋风貌的实
景演出便来得恰到好处#

梅帅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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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 大宋!东京梦华&将不
会一味地追求高科技" 核心在于增强实景演出
的文化$内涵和艺术性"准确把握宋文化独特的
意境和内涵"提升舞台表现力#

演出中有一段表现宋徽宗奢靡生活的场景#此
时正处于宋王朝从兴盛到败落的转型期"如何表现才
更加到位* 怎样才能与后面的战争场面形成对比*

' 这部分是需要再丰富一些的# (对这一段舞台
表演的构想是)皇帝在船上与李师师' 约会(时"盛
世华年"歌舞升平# 要表现出一个国家到达高潮时
奢靡的感觉"单单一只华丽的游船是不足以表现出
来的# 周遭的楼上$水上$岸上也应是纸醉金迷$歌
舞升平的繁荣浮华景象#' 这样一来"与后来混乱的
硝烟战火场面形成一种对比" 把那种感觉烘托出
来"然后出现清醒的民族英雄穆桂英# (梅帅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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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欢乐园 感恩回馈
世纪欢乐园借感恩节之名"倡导

社会感恩行动"感谢广大朋友长期以
来对世纪欢乐园的支持与厚爱"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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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城市的孩子沉浸在幸福的生活中"享
受着迪斯尼带来的欢乐时"很多留守儿童从
没体验过过山车"压根儿没听说过摩天轮#

感恩节"世纪欢乐园特联合省会主流
媒体向社会征集

)

对城乡儿童"于感恩节当
天"免费来世纪欢乐园体验过山车等

,"

项
迪斯尼项目"同时还可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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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感恩
节(主题活动# 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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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世纪欢乐园
推出了感恩七年庆特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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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纪欢
乐园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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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岁,的小朋友在成人陪同下
凭户口本儿等有效证件可免费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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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本
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可享受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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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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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网指定的感恩节主题活动论坛"顶
帖楼层数字中含

)

的楼主凭论坛注册信息
及本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可享受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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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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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2

月
22

日上午"休闲琼海$天堂
博鳌...海南国际旅游岛琼海市旅游形
象展示会在郑州举行#

琼海市地处海南岛的东部" 山$ 泉$

河$海$椰林$沙滩等各类旅游要素应有尽
有"是红色娘子军的故乡和海南省著名的
侨乡" 也是国内外旅游者的乐园与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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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博鳌亚洲论坛落户琼海"成为海南
乃至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会上琼海市旅游委与郑州市旅游局
签订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议书"琼海市
旅游委与中国旅行社组成服务战略联盟"

琼海市旅游委与河南省旅行协会$琼海市
蓝海旅行社与河南南湖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均签订了合作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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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东懿"

红色娘子军故乡
在豫推销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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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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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宋!东京梦华&实景演出到现在已三年有余"

创编和演出已步入成熟期# 如今" 如何保持自身优
势"如何增加演出的可看性*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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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创编会上"制
片人梅帅元和他的团队对此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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