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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导蒙麓光期待叫好又叫座

!

达达瑟
"

要
!

闯
"

市场
大型黎族歌舞诗!达达瑟"本月

!&

日将在海南的舞台上再次呈现# 这也
是这部多次获得国内大奖的艺术精品
问世

'

年来的第二次复排$ 这次的复
排是为了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

周年演出# 但是总编导蒙麓光却有着
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那就是要把!达
达瑟"全面推向市场#让全国乃至国外
的观众领略黎族文化的灿烂$

%那时候还没有&原生态'的概念#

但是实际上我们走的就是这条路(#在问
世

'

年后#蒙麓光这样评价她来海南后
创作的首部大型作品$ %其实我们缺的
就是包装和推广#人们当时的审美还不
太能接受这么&土'的东西(#蒙麓光说#

随着!云南映像"等一批原生态歌舞的出
现#少数民族的歌舞和文化逐渐成为文
化艺术界追逐的潮流#今年的%青歌赛(

上#原生态唱法已经成为登上大雅之堂
的主流唱法#观众们也开始接受这种洋
溢着原始和粗犷之美的民族民间艺术#

在这个时候复排!达达瑟"#无疑是让黎
族文化走向全国的又一个契机$

蒙麓光说#!达达瑟" 曾获得多项
国内大奖#又在四大城市巡回演出广受
好评#堪称文艺精品#但是如何让精品
变成商品# 让更多的观众接受和喜欢#

自己花钱进剧场观看#却是她现在要着
力解决的问题$ 她说#党的十七大提出
了文化建设要大发展大繁荣#海南的文
化事业和产业发展近年来取得了很大
的成就#!达达瑟"走向市场的条件也日
益成熟$ 她告诉记者#此次复排演出后#

她还将根据商演需要#对全剧再次进行
调整)修改#使之适应市场的需求#而且
有关部门也开始对!达达瑟"进行全面的
包装和推广$ 她满怀信心地告诉记者#

!达达瑟"的舞段优美)音乐动听)服饰
漂亮)舞美精致#这一切都使得!达达
瑟" 具备了走向市场的元素#!达达瑟"

一定会成为一部叫好又叫座的海南原
创的艺术精品$ !本报记者 戎 海"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记者戎海"

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

周年即将来
临之际# 曾经获得国内多项大奖的我省
大型黎族歌舞诗!达达瑟"将再度和观众
见面$记者今天获悉#由海口艺术团和海
南省民族歌舞团联合复排的第三版 !达
达瑟"将于本月

!&

日在海口人大会堂上
演$ 最新版的!达达瑟"无论是在舞段上
还是音乐) 灯光等方面都做了充实和改
进#相信会给观众带来全新的体验$

问世
'

年荣誉无数
大型黎族歌舞诗!达达瑟"是省舞蹈

家协会主席)著名舞蹈编导蒙麓光经过
&#

年的积淀# 历时
(

年创作出的精品之作#

该剧以黎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场景为主要
表现对象#将悠久灿烂的黎族文化在舞台
上艺术地呈现出来$ 该剧

!##&

年参加第
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一举囊括创
作)演出)舞台美术三项金奖)并相继获得
第十届文华新剧目奖)文华编导奖#%五个
一工程( 第九届%入选作品奖($

!##!

年#

!达达瑟"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四城市
举行巡回演出#在当地引起轰动#许多国
内知名的艺术家都对!达达瑟"给予了很
高的评价$

!##"

年#重新复排的第二版!达
达瑟"应邀参加了第七届中国艺术节的演
出#受到了众多兄弟省市同行以及普通观
众的一致赞誉$

全新制作带来震撼视听
此次复排!达达瑟"#总编导蒙麓光又

加入了新的内容$ 除了演员阵容比原来有
所扩大# 全剧也在原来

&(

个舞段的基础
上#新增加了诸如!织锦舞"等近年来在全

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

周年

新版
!

达达瑟
"

(,

日海口上演

讲述京剧知识 现场示范表演

京剧名家
走进海南校园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记者许春媚"

今天下午#海南中学的艺术活动中心里#国
家京剧院副院长宋官林及该院三团的张建
国) 耿巧云等著名京剧演员们用深入浅出
的讲述和唱作俱佳的表演# 给海中的学生
们上了一堂精彩的京剧艺术普及课$

据了解# 今天来到海中讲课的京剧演
员包括国家一级演员张建国) 耿巧云)张
兰)田永刚)陈淑芳)谭晓令)顾谦等一大批
名家和新秀$ 他们都是受邀前来参加为庆
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

周年而举行的
%百年交行之夜(文艺演出周的$

国家京剧院副院长宋官林首先从京剧
的起源)行当)流派等最基础的知识开始介

绍#并结合国内外戏曲的不同特点 #向广
大师生们深入浅出地讲述了京剧所独具
的综合性)程式性和虚拟性三大特点 #让
大家对京剧有了初步的认识 $ 在讲述过
程过# 三团的京剧演员们还轮番走到台
上#为同学们进行表演$ 如耿巧云一段精
彩的做绣活的表演 # 就让大家充分感受
到了京剧中虚拟性动作表演的魅力 $ 而
另外两位演员表演的一段表现一位急着
上船追赶心上人的小娘子与老艄公的选
段则将京剧艺术虚拟 ) 写意的特点尽情
展现$ 仅凭借一支想象中的竹竿和一艘
想象中的小船 # 两名演员通过肢体上的
配合# 形象地表现出了渡船上的老艄公
与上船的小娘子之间互动的情景 # 让现
场的同学们感受到京剧不愧为世界第三
大表演体系$ 精彩的讲述和表演激起了
现场同学们对京剧的极大兴趣 # 有一些
还走到台上现场跟老师们学起了京剧的
动作和演唱$

!奔向北京"成就音乐梦想#

音乐选拔海口启动
本报讯 !记者卫小林"

!##%

蒙牛酸酸
乳%奔向北京*成就音乐梦想(大型音乐选
拔活动# 日前在海口万利隆商务酒店正式
启动$

据活动组委会介绍#%奔向北京*成就音
乐梦想(音乐选拔活动#将从

"

月
&)

日起#在
海口赛区陆续开展

&#

多场海选活动#海选时
间到

$

月中旬截止$ 整个海南将只设立海口
一个赛区#凡是喜爱歌唱的乐迷#不限年龄#

不限性别#都可报名参赛$

据了解 # 海口赛区组委会将按
*+,

选秀的方式#进行层级选拔$ 届时 #海口
赛区将选出前

%

名 # 参加赛区决赛胜出
者将参加华南地区晋级赛 # 依次方式循
环选拔上升 #直至最后 %奔向北京 #成就
音乐梦想($

集中展出王昌楷
"$

幅精品新作

!

激情海南
"

明展出
本报讯 !记者戎海"在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
!#

周年来临之际#著名油画家王昌
楷将于本月

&)

日在海口泰达*美丽道画苑
举办!激情海南"画展#届时将展出他近年
来在海南创作的

"$

幅精品力作$

今年
-%

岁的王昌楷师从我国著名油画
家吴冠中先生$ 王昌楷的油画飘逸古朴#既
继承了吴冠中大师灵秀洒脱的风格# 又糅进
了自己古朴淳厚的特点# 为油画的民族化进
行了不懈的探索并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尝试$

本次!激情海南"大展是王昌楷先生在艺术创
作高峰期的最重要一次画展# 该展览将在北
京)上海)杭州)广东中山)海口以及香港等城
市巡回展出$

王昌楷旅居海南多年# 对海南产生了深
厚的情感$ 他说#这次展览作品主要以海南自
然风光)风土人情为主题$ 为了表达自己对海
南各界的支持以及对海南人民的感激之情#

他还专门创作了一幅名为 !椰风海韵" 的作
品#将在画展期间公开拍卖#其中部分收益将
捐献给海南的慈善机构$

据悉#这次画展也被列为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

!#

周年庆典文化系列活动之一#由省
委宣传部主办#海南泰达*美丽道画苑)香港
云峰画苑承办$

东西南北中广场文艺

北部会演临高举行
本报临城

"

月
&'

日电!记者黄晶 特约

记者陈朝辉 通讯员王达丽 刘彬宇"今晚#虽
然细雨飘洒#然而临高县体育广场一片欢腾
祥和#

(

万多名群众满怀豪情争睹
!##%

年海
南省东西南北中广场文艺北部地区文艺会
演精彩节目#舞台上轻歌曼舞#台下热情鼓
掌#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北部地区的临高)海口)澄迈)定安
"

市县的文艺代表队# 表演了富有浓郁特色
的人偶舞!人偶同乐庆丰年")歌舞!好一个
花鼓灯"!老爸茶")歌舞剧!蔗乡恋歌")原
生态民歌演唱!同伴歌"等

&'

个精彩节目#

展现了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

周年来经
济社会蒸蒸日上的美好景象$

据介绍# 今年广场文艺会演有
(

个特
点+一是跟建省

!#

周年紧密结合#展现了海
南改革开放

!#

年来的辉煌成就,二是节目
更加贴近百姓#原生态创作较多,三是有一
批节目艺术水准较高#赢得了评委和百姓的
高度赞誉$

在第十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

两海南籍歌手获佳绩
汤子星顾莉雅分获流行组铜奖和优秀奖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记者戎海"

第十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流
行组决赛# 今晚在中央电视台落下帷
幕#两名海南籍歌手汤子星和顾莉雅双
双闯进最后的决赛#其中汤子星获得铜
奖)顾莉雅获得优秀奖#为海南籍歌手
争得了荣誉$ 比赛结束后#两位歌手分
别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

汤子星和顾莉雅是从海南到北京
发展的歌手# 这次分别代表总政歌舞
团和海政歌舞团参加青歌赛的比赛 $

在今晚的决赛中# 汤子星的一曲 !爱

你"感动了现场的观众和评委#而顾莉
雅则特意演唱了海南题材的新歌 !天
涯"$ 汤子星告诉记者#名次对自己其
实并不是很重要# 他更看重的是能在
青歌赛的舞台上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
和实力#得到评委和广大观众的认可$

他对自己今晚的表现很满意# 比赛刚
结束# 他就收到了很多短信和祝贺电
话#称赞他今晚的演唱非常感人$ 而顾
莉雅则对能在全国观众面前演唱海南
题材的作品感到骄傲$ 她说这首 !天
涯"是她新专辑中的主打歌#专门花重

金打造的一首具有海南元素的作品 $

她说# 今年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

周年# 能够在央视的舞台上为家乡歌
唱感到非常骄傲$ 汤子星和顾莉雅都
表示希望通过本报# 感谢家乡的父老
乡亲们对他们多年的培养和支持$

据悉 #本月
!-

日 #汤子星和顾莉
雅将随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一
起# 双双亮相在海口举行的庆祝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

!#

周年庆典晚会#届
时他们将再次为家乡的观众献上精彩
的演出$

国比赛中获得一等奖的优秀舞蹈#一些
黎族特有的器乐节目也被加入其中#使
得全剧更加具有鲜明的特色$蒙麓光告
诉记者#第三版!达达瑟"的音乐由省民
族歌舞团的国家一级作曲莫柯进行了
重新编配#不仅内容丰富了许多#音效
也更加生动$ 在灯光方面#剧组特意从
云南请来了曾参与 !云南映像"!藏谜"

等剧目创作的灯光师#强大的主创阵容
将会给全剧带来更加震撼的视听效果$

三代演员同台竞技
此次复排!达达瑟"由海口艺术团

和海南省民族歌舞团联合演出#共有
'#

余名演员参与$ 据介绍#他们中有的是
首次加盟!达达瑟"的新人#有的则是参
与了全部三版演出的老将#可谓是三代
同台$

据悉# 年轻的海口艺术团担任了
此次复排的主要演出任务# 该团的演
员由担任团长的蒙麓光从全国各大文
艺团体和艺术院校精挑细选# 具有较
高的水平# 而且近年来多次参加省内
外的大型演出活动# 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 而海南省民族歌舞团的许多演员
都参加了第一版!达达瑟"的演出#他
们中的不少人本身就是黎族$ 尤其令
人关注的是#%黎族歌王(王女不大也将
在剧中亮相演唱# 让人对此次的复排
演出更加期待$

此次演出也被列为庆祝建省办经
济特区

!#

周年系列文化活动之一#为
了让更多的市民有机会观赏到这部精
品#该剧特意拿出了部分门票#以特惠
的价格向市民公开出售$

新版%达达瑟&汇聚三代演员

耿巧云做示范表演

顾谦在演唱

京剧艺术受到师生们的欢迎

本文图片由本报记者 陈德雄 摄

!

图为去年
'

月顾莉雅在海口举

行演唱会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