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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戏泰斗全程把脉

京剧电影《大闹天宫》18 日全国上映
跆拳道比赛昨日开赛 303人参赛创历届之最

晋安区一金一铜成首日大赢家
■记者 管澍 文/摄

京剧电影《大闹天宫》海报。受访者供图
■记者 陈坚

福州晚报讯 日前记者获悉，
中国
“京剧电影工程”重头戏、由福建京剧
院和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旗下的福建
电影制片厂共同创排拍摄的京剧电影
《大闹天宫》将于 18 日与全国观众见
面，届时全国公映启动仪式将在北京
金鸡百花影城举行，京剧界名家大腕
们将亲临现场。
《大闹天宫》是从昆曲中沿袭下来
的京剧剧目，改编自古典名著《西游
记》，起初的名字叫《安天会》，后来改
成了《闹天宫》。剧名的更改源自于剧
情内容的演进，到上世纪 50 年代，中
国京剧院打造《大闹天宫》，进一步肯
定了孙悟空的反抗精神。
“时代变迁，
观众的审美已经发生
很大变化，如何找准戏曲与电影两种
形式的最佳契合点，是主创团队在前
期工作中面临的一个难题。
”
京剧电影
《大闹天宫》导演程箓说。作为京剧电
影工程前两批 20 部中的唯一一部武
戏，全新的《大闹天宫》以著名戏曲剧
作家翁偶虹的文学剧本为基础，舞台
的流派和风格以京剧大师李少春先生
上世纪 50 年代《大闹天宫》的舞台呈
现为主要参考，通过最新技术手段放

大京剧武戏的高难度技巧，加强视觉
冲击，
也增加影片的可观看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京剧电影工
程领导小组专门成立了《大闹天宫》剧
目专家指导委员会，国家京剧院原副
院长赵书成作为艺术指导专家召集
人，协调包括多名武戏泰斗在内的全
国京剧专家全程把脉指导。全国 11
个京剧院团和艺术院校的 30 多名优
秀武生聚集福州，以演美猴王著称的
张四全担任舞台版执行导演，由中央
戏剧学院的王璐、
福建京剧院的李哲、
北京京剧院的魏学雷和詹磊 4 名青年
演员分演不同场次的孙悟空。4 个孙
悟空在舞台上各自展示风采，有助于
全方位打磨塑造具有美猴王气质和神
韵的孙悟空形象，以及强化技艺进而
凸显猴戏的灵动性、趣味性和震撼
性。另外，奚中路、舒桐、赵华等京剧
名家甘当绿叶，
为电影添彩。
此外，由 20 多位资深京剧艺术
家、
剧作家、
戏剧评论家组成的京剧电
影工程艺术指导小组，
从剧目的遴选，
到电影剧本的研讨审视，再到演员阵
容的敲定，都给予了专业的策划与指
导。这份专家名单中，尚长荣、谭元
寿、杜近芳、刘长瑜、李维康等赫然在
列。

世界羽联宣布
推迟汤尤杯至 2021 年
■新华社

商业伙伴以及协会讨论后，显而易见
的结果是现在无法举行达到球迷和利
世界羽联 15 日宣布，
鉴于新冠肺 益相关方期望的汤尤杯，因此决定比
炎疫情以及由此导致多支球队退出， 赛不会按计划于 10 月 3 日至 11 日在
决定推迟计划于 10 月在丹麦奥胡斯 丹麦奥胡斯举行。世界羽联目前正在
举行的汤姆斯杯和尤伯杯羽毛球团体 研究新的赛事举办日期，计划放在
赛，
新的比赛日期将放在2021年。
2021年。
世界羽联表示，过去几个月一直
汤姆斯杯和尤伯杯羽毛球团体
在丹麦羽协的合作下准备安全重启国 赛原定今年 5 月举行，因疫情先后推
际羽毛球赛事，
包括计划实施
“气泡系 迟至 8 月和 10 月。10 月的比赛时间
统”以确保所有参加者的健康和安 邻近，最近一段时间有数支球队选择
全。但是，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近期 退出。
在世界的发展趋势，一些球队和球员
世界羽联原本计划在汤尤杯后在
决定不前往丹麦参加 10 月在那里举 丹麦继续举行两站世界羽联世界巡回
行的汤尤杯和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赛 赛。世界羽联表示，
原定10月13日至
事，
世界羽联必须尊重这一决定。
18 日的丹麦公开赛将按计划举行，
但
世界羽联表示，
在与利益相关方、 随后的丹麦大师赛将取消。

福州晚报讯 昨日，
福州
市第二十五届运动会跆拳道
比赛在永泰县香米拉酒店拉
开序幕，来自 12 个县（市）区
的 303 名运动员期待在四年
一届的市运会上大展拳脚。
据了解，本届市运会跆
拳道比赛为期 3 天，
竞赛项目
分别为男子甲乙组、女子甲
乙组、男子丙组小团体和女
子丙组小团体，采用单败淘
汰制决出各组最后的冠军。
比赛首日，
男子丙组小团
体和女子丙组小团体率先进
行了比赛。最终，
晋安区、
仓
山区、
永泰县分别获得男子丙
组小团体组别的冠军、
亚军、
季军，
福清市、
仓山区、
晋安区
分获女子丙组小团体前三名。
晋安区跆拳道代表队在
比赛首日成为最大赢家，
摘得
一枚金牌和一枚铜牌。晋安
区跆拳道代表队刘泽华教练
表示，
男子丙组小团体冠军是
晋安区时隔多年后首次在跆
拳道项目上摘得金牌。这次
能取得比较好的成绩，
离不开
晋安区近几年坚持的每年举

获得男丙冠军和女丙季军的晋安区跆拳道代表队。
办两次区级跆拳道比赛，
选手
们通过比赛不仅得到了交流
和展示的平台，
更获得了提高
技术水平的机会。记者获悉，
除了每年两次的区级比赛外，
晋安区体校近年还不定期派
出专业跆拳道教练下沉到多
所小学驻点，
帮助学校开展跆
拳道运动，
组建校队，
不仅挖
掘了不少跆拳道后备人才，
还
有力推动了跆拳道运动在晋
安区的发展。
市运会跆拳道比赛技术
代表、福州市跆拳道协会会
长陶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各县（市）区的跆拳道
项目主要依托县（市）区内的
跆拳道俱乐部、跆拳道馆开

展。本届市运会跆拳道项目
报名人数为303人，
创历届之
最。可见，随着跆拳道运动
在社会上的推广和普及，不
少青少年的跆拳道水平得到
了大幅度提升，跆拳道的群
众基础也越来越深厚。
陶健也表示，跆拳道比
赛首日，各县（市）区代表队
的选手都打得非常好，这对
于将来福州市选拔后备人才
非常有利。

福州市
第二十五届运动会

根据闽东真实红色故事改编

音乐剧《畲嫂》在福建大剧院首演
■记者 顾伟/文
通讯员 科比/摄
福州晚报讯 由宁德市
畲族歌舞艺术传承中心和福
建省歌舞剧院共同创排演出
的音乐剧《畲嫂》14 日晚在福
建大剧院首演，这是一部以
闽东畲族文化为背景、以真
实发生的红色故事为主线的
舞台剧作品，当晚演出打动
了现场观众。昨天，本报记
者采访了《畲嫂》主创人员。
宁德市畲族歌舞艺术传
承中心（宁德市畲族歌舞团）
于 1988 年成立，是全国最早
以畲族命名的专业文艺表演
团体。该团创作了诸多大型
畲族歌舞优秀剧目，编排了
《山哈魂》
《畲家婚礼》
《凤朝
日月》等一批畲族经典保留
节目，多次获得国家及省级
剧目奖项。2018 年，宁德市
畲族歌舞艺术传承中心与福
建省歌舞剧院结成省地剧团
战略合作关系，两个院团在
多部剧目中联合创排演出，
获得了较好的美誉度。此次
《畲嫂》作为两个院团合作剧
目进行创作演出。
《畲嫂》讲述了红军曾政
委因为部队转移，被留在畲

《畲嫂》演出剧照。
族山村养伤，住在刚刚成为
母亲的蓝玉凤家里。在畲族
村民精心呵护下，曾政委的
身体渐渐好转。在与畲族村
民共同生活的过程中，畲族
人乐观开朗、善良坚韧的性
格，以及他们融入血液的忠
诚与勇敢，让曾政委备受触
动，很快和村里的畲族人成
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后来白
匪保安在闽东一带展开大规
模的清剿，畲族同胞们为了
掩护曾政委，用血肉之躯谱
写了一曲令人动容的忠勇之
歌……
《畲嫂》集结了优秀的主
创班子，福建省歌舞剧院院
长孙砾担任该剧艺术总监，
著名导演、文华导演奖获得
者靳苗苗担纲总导演，青年

剧作家杨硕编剧，国家一级
作曲家卢荣昱作曲。该剧以
发生在1934年的闽东红色故
事“畲嫂舍子救曾志”为原
型，
通过合理的改编创新，
为
观众呈现了一部波澜壮阔、
感人肺腑的民族英雄史诗。
《畲嫂》运用时尚的舞美
及演唱形式，通过主人公的
眼睛，刻画了蓝玉凤、钟小
妹、
钟大勇、
雷光辉为典型的
畲族英雄，展现了他们在危
急时刻，
对生命的尊重，
对誓
言的坚守，
对家园的热爱，
对
正义的捍卫。采访中记者得
知，该剧已被福建省文化和
旅游厅推荐，申报了 2021 年
4 月进行的全国少数民族文
艺会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