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16年1月3日 星期日A04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卫小林 美编：庄和平综合娱乐新闻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群众工作部：66810660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三十元 零售每份一元 昨天开印时间1时20分 印完：3时4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本报博鳌1月2日电 （记者卫小
林）“2016·博鳌新年音乐会”昨晚在博
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大厅华丽奏
响，十多首经典曲目的精湛演绎，加上
舞狮、皮影戏等系列文艺展演，搅热了
博鳌的文化市场。

晚7时30分，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
议中心大厅里坐满了1000多名来自全
国各地的乐迷们，人们精心打扮，大厅
里充满着节日的气氛。由中国顶级乐
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领衔演奏、著
名指挥家张列指挥的经典乐曲《金蛇狂
舞》拉开了音乐会序幕，中国广播民族

乐团和特邀台湾演奏家组成的近百人
演奏团，把这首旋律昂扬、热情四溢的
名曲演绎得几近完美，一曲终了，场内
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其后，特邀台湾指挥家刘江滨出
场，他率领乐团演奏了经典民乐《望春
风》，青年歌唱家金瑶和乐团配合，演唱
了电影《少林寺》主题歌《牧羊曲》，张列
率团演奏了经典民乐《瑶族舞曲》等乐
曲。音乐会第一次高潮出现在著名歌
唱家薛皓银登台之时，他先以宽广的音
域演唱了电影《建国大业》主题歌《追
寻》，接下来以原文演唱的意大利歌剧

《图兰朵》选段《今夜无人入眠》中西合
璧，让人感受到了他那帕瓦罗蒂般的雄
浑歌喉和激情演技，一曲唱完，场内掌
声雷动，观众席上甚至发出了喝彩声。

薛皓银带来的这股艺术歌曲美
的享受和演出高潮，也自此一直延续
到音乐会结束。接着他登台的著名
京胡演奏家姜克美，以高超的技艺，
将一曲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乐曲《夜
深沉》演奏得如醉如痴，很懂音乐会
欣赏礼节的观众忍不住中途就给出
了雷鸣般的掌声。著名女高音歌唱
家方琼演唱的《香格里拉》和《鸿雁》

两首歌曲，也让现场沸腾，尽管乐团
以《龙跃东方》结束了音乐会节目单
上的全部曲目的演出，但现场热情的
观众没有一个人起身，在热烈不断的
掌声之中，乐团终于以加演两首曲目
才结束了整场演出。

博鳌新年音乐会组委会负责人告
诉记者，作为博鳌新年音乐会的系列文
艺展演，1月1日和2日还举办了舞狮、
皮影戏展演，2日上午还举行了2016中
国民乐·博鳌论坛，将昔日只沉寂在美
丽自然环境中的博鳌，带出了文化市场
的热乎劲。

本报海口1月2日讯（记者陈蔚
林 见习记者刘梦晓）乐曲声声，余音绕
梁。今天晚上，凤凰之夜·中国青年爱
乐乐团归国演奏家世界经典作品2016
海南新年音乐会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举
行。中国青年爱乐乐团的21位归国演
奏家们同台演奏世界经典乐曲，为椰城
奏响新年的华彩乐章。

音乐会上演奏的世界经典音乐作
品有些已经跨越了上百年时间，优美的
旋律被全世界所熟知。其中，《格什温
的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的蓝调》、《布宜诺
斯艾利斯之夏》、《a小调钢琴四重奏》
等曲目，均是世界各地新年音乐会上的
保留曲目。

“中国歌剧皇后”吴碧霞演唱了舒
伯特创作的《岩石上的牧羊人》，优美的
旋律里飘含着绚丽的技巧，简单的结构
中孕育着动人的情感。宽广的乐句线
条，深具特色的唱腔，展示了女高音歌

唱家的高超技艺。
“中国国乐皇后”宋飞则将二胡

与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长笛、钢
琴中西合璧，演奏了中国人耳熟能详
的《烛影摇红》、《空山鸟语》等经典作
品，让海南观众享受到了美妙的视听
盛宴。

值得一提的是，乐团为海南创作的
乐曲《海南组曲》第一次在海南亮相。
这首为铜管、钢琴与打击乐而作的曲
子，由圆号演奏家何冠峰、小号演奏家
张楠、长号演奏家谭深、马林巴演奏家
徐冬亮、钢琴演奏家冯怀宇联袂呈现。
悠扬的曲声，将人们带进了奇妙的大自
然，感受虫儿飞、鸟儿鸣的原生态境界，
也将音乐会推向高潮。

据悉，该音乐会由凤凰网、中国音
乐学院主办，凤凰海南、面包树（北京）
音画视界承办。1月3日晚还将在省歌
舞剧院再演一场。

本报五指山1月2日电（记者易建阳 通讯
员张开学）2015年最后一天，一场特别的迎新联
欢会在海南省平山医院举行，数十位精神病患者
走出病房，在医院综合楼前，为医院的病友、医护
人员等近200人表演了一台内容丰富的节目。

记者现场看到，台上的演员们精神抖擞，认真
投入表演。联欢会在大合唱《歌唱祖国》中拉开序
幕。接下来，演员们表演了独唱、舞蹈、话剧以及
魔术等节目，此时时刻，他们就像正常人一样，拥
抱着幸福美好的生活。

“以前我们举行迎新联欢会，表演节目主要
以医护人员为主，患者作为观众，这次十几个节
目几乎都由精神病患者来表演，我们医护人员成
为观众，为他们鼓掌欢呼，给他们信心和力量。”
海南省平山医院康复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
台节目已经排练了两个月，他们通过让患者参与
劳动、表演文艺节目等方式，促进患者尽快康复，
回归社会。

五指山市卫生局、综治办、残联等相关部门领
导以及患者家属、医院附近的“候鸟”老人在台下
看完全场表演，不时给演员们鼓掌喝彩，还有人给
表演者献花。

新华社上海1月2日电（记者潘清）
在国产大电影屡屡创出票房佳绩的同时，
高质量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也层出不穷，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粉丝”。以文化消费
万亿级缺口带来巨大机遇为背景，影视产
业正成为资本追逐的新“风口”。

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文化
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并强调
扶持优秀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繁荣发展
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事业，扩
大和引导文化消费。

刚刚过去的2015年，文化消费成为
亮点。伴随多部国产大片相继受到热
捧，电影票房首度突破400亿元大关。

尽管如此，中国民众文化消费实际
规模和潜在规模之间仍有着不小的差
距。《中国文化消费指数（2013）》报告
称，我国文化消费潜在规模为4.7万亿
元，实际消费仅为1万亿元左右。

万亿级的文化消费缺口，为文化产
业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作为最受普
通百姓欢迎的文化消费载体，影视产业
的诱人前景吸引着资本的目光。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产业资本涌向
影视产业。2015年，珠江钢琴、华媒控
股等多家上市公司宣布设立文化传媒产
业基金，影视成为其重要的投资方向。

另据媒体统计，2015年福布斯中国富豪
榜上，排名前十位的企业家中有8位已
先后涉足电影产业。

除了万达、华谊兄弟这样的“老兵”，
更多的资本“新军”同样看好影视产业的
发展前景。

作为多元经营的民营企业集团，上海
大舜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底全
资收购上海天籁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希望将后者打造成覆盖影视、游戏、电视
剧、电视栏目、大型演出、艺人经纪等多领
域的文化项目交流发展综合平台。

大舜财行董事长江磊透露，在投资
影视作品的同时，公司还将尝试旗下农
业和金融两大板块与影视产业的“跨界
融合”。

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司长吴江波曾表
示，下一步将在多个方面继续扩大文化
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其中包括“健全
文化产业投融资体制，鼓励和吸引社会
资本投入文化产业”。

在江磊看来，中国影视产业不缺好
的项目，但缺少好的“操盘手”。“在政府
积极鼓励文化消费的背景下，包括影视
在内的文化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增长中
最具‘爆发力’的领域，从而吸引更多资
本追逐这一新的‘风口’。”江磊说。

据新华社电 （记者周玮）音乐剧
《剧院魅影》在京巡演进入最后两周，一
票难求的精彩演出在京城掀起“魅影热
潮”。中国巡演主办方四海一家透露，
京广两地演出至今两月有余，票房收入
已超1亿元。

天桥演艺联盟和天桥艺术中心日
前在京举办的“探秘世界经典音乐剧
《剧院魅影》”活动中，巡演驻团导演菲
利普·哥达瓦、“魅影”扮演者布拉德·里
特尔与京城演艺界分享了他们20多年
的制作和演出经验。

菲利普从事戏剧导演38年，曾导
演过《俄克拉荷马》《音乐之声》《绿野仙
踪》等，近10年来作为驻团导演的作品
有《妈妈咪呀》《剧院魅影》《狮子王》
等。菲利普从2004年开始做《剧院魅
影》驻场导演，曾带团去过南非、韩国、
新加坡、土耳其等国家，也来过中国的
上海、台北、香港、广州，北京是他带团
巡演的第11个城市。“相隔十年，中国

出现了非常多的成熟剧院，中国音乐剧
的市场发展很快，而且还有很大发展空
间。”他说。

布拉德出演“魅影”20年。《剧院魅
影》每周演出8场，如何做到演出2700
场依然有很高热忱？布拉德介绍，在音
乐剧发达的韩国，为保证上座率，有些
音乐剧采用演员轮替制，即老牌音乐剧
明星带新人以吸引更多观众。拥有不
同粉丝的音乐剧明星被安排在不同时
间段出场，这样粉丝会追随他们的明星
演员一波又一波地走进剧场。

音乐剧《剧院魅影》是知名音乐剧
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的代表作，
1986年在伦敦西区的女王陛下剧院首
演，1988年在百老汇剧院开演，此后一
直在西区和百老汇以驻场形式上演。
此剧在全球共有16个语言版本，3个
巡演版本，累计接待观众超过1亿3千
万人次。作为此轮巡演最后一站，北京
站演出将持续至2016年1月10日。

凤凰之夜·海南新年音乐会举行
用世界经典乐曲为椰城送祝福

博鳌新年音乐会华丽奏响
系列文艺展演搅热博鳌文化市场

音乐剧《剧院魅影》票房逾亿元

据新华社电 由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组织实
施的“纪录中国”传播工程首部纪录片《深潜》，
2015年12月29日在北京太平洋海底世界举行首
播发布会。

《深潜》是“纪录中国”传播工程系列纪录片的
开篇之作，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联合中国国际电
视总公司、高岸视野文化传媒、澳大利亚海之光
影视共同制作。该片共三集，历时两年摄制完
成，讲述中国大洋科考队搭乘我国第一艘载人深
潜器蛟龙号探索西南印度洋底的故事。《深潜》将
于元旦期间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首播，纪录国
际频道、外语频道、中文国际频道重播，同时还将
在美国、法国、德国、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国
家电视台播出。

“纪录中国”传播工程首批共有23部国产纪
录片，除《深潜》外，《超级工程系列：中国路、中国
桥、中国港、中国车》《亚投行之路》《中国医疗》《航
空救国—华侨飞鹰抗战全纪录》《稻米之路》等纪
录片正在抓紧拍摄制作，将陆续推出，用光影记录
中国、沟通世界，展示中国的发展进步。

据新华社巴黎电（记者尚栩）据法国《更近》杂
志网站2015年12月30日报道，著名演员“大鼻子
情圣”热拉尔·德帕迪约将在新片中扮演苏联领导
人斯大林。

《更近》杂志援引德帕迪约身边工作人员和
影片制作团队提供的消息报道，德帕迪约将在法
国女导演芬妮·阿尔丹的新作中扮演斯大林，和
他合作的女演员是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的太
太艾玛纽埃尔·塞尼耶。

相关消息源没有对阿尔丹新作的片名和内
容等进行详细介绍，但透露影片的拍摄工作将于
2016年1月至2月在葡萄牙进行。

德帕迪约1948年生于法国，主要作品包括
《大鼻子情圣》《最后一班地铁》和《罗丹的情人》
等。2012年 12月，德帕迪约宣布放弃法国国
籍。不少法国媒体报道称，他此举是为了逃避法
国高额个人所得税。2013年，俄罗斯总统普京批
准给予德帕迪约俄罗斯国籍。

据新华社济南1月2日电（记者刘宝森）由
中国和英国联合摄制、展示孔子生平及其后世影
响的大型纪录片《孔子》1月1日21时登陆中央电
视台科教频道。

这部时长90分钟的影片由中央电视台、英国
雄狮公司等单位联合摄制，是首次以纪录片的形
式向世界展示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
思想家之一——孔子的生命历程、思想体系以及
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据了解，纪录片《孔子》由“孔子其人”“传奇”
“哲学”“至圣先师”“传承”“当今”等单元构成。据
该片总编导闫东介绍，这是迄今为止首部以孔子
为题材中外合作拍摄的纪录片。

据新华社电（记者王琳琳）2015年
12月31日晚，由导演陈星池执导的贺岁
公路喜剧电影《探秘者》在上海新天地首
映，拉开了全国院线全面公映的“序幕”。

该片讲述了一位极地摄影师只身来
到香格里拉，为拍摄千年一遇的奇景照
片而神秘失踪。他的女友得知消息后不
顾家人反对，毅然踏上香格里拉之旅寻
找男友的下落，途中巧遇私家侦探、文物
贩子和游手好闲的两兄弟，并发生了一
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展开了一场
妙趣横生的公路旅程。

影片由吴启华、郭珍霓主演，以上
海、香格里拉为主要取景地，将大都市
的繁华与香格里拉的美丽与神秘相结
合，杂糅冒险、旅游、喜剧等多重元素。

陈星池表示，“中国电影从电影产业
的角度应该有一些新类型出来了，目前
公路喜剧就是其中之一。较之娓娓道来
的纪录片叙事，有时寓饱满情感于诙谐
台词的喜剧表达更令人印象深刻。”

本报海口1月 2日讯 （记者卫小
林）由喜剧明星王宝强主演、著名演员兼
导演陈思诚自编自导的喜剧电影《唐人
街探案》成了2016年初最火爆的影片，
记者今天从海南院线业内获悉，该片上
映3天，全国票房超过了3亿元。

据介绍，该片原定去年12月31日
全国公映，但鉴于影院新片不多，大片
热度已有降温，因此片方特地将其提前
到去年12月30日傍晚开始超前公映，
结果全国票房预热效果明显，当晚就收
获了2000多万元。去年12月31日正
式开始上映后，该片就一直霸占着全国
影院排片比之首，票房也从那时到今天
一直雄霸着冠军高位，首映第一天，该
片全国票房9127万元，昨天元旦又收
获了1.12亿元，今天截至晚9时 30分
记者发稿时止全国再收获9100万元，
三天票房达到了3.14亿元，成了元旦档
期里最卖座的影片。

谈及《唐人街探案》票房火爆的缘
由，海南院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王宝
强是金字招牌，吸金能力不用怀疑。另
外，小沈阳、肖央、赵英俊等人的助阵，
也使阵容变得强大。当然，作为编剧、
导演的陈思诚本人，因为《北京爱情故
事》拥有太多影迷，他也是吸引人气的
因素之一。另外最关键的原因还在于，
元旦档期，有三天小长假，但其他票房
热力够强劲的大片几乎没有，前段时间
上映的《寻龙诀》、《老炮儿》都已降温
很多，因此《唐人街探案》一片独大，才
导致它霸占着市场。

《唐人街探案》
成新年最火影片
3天票房超过3亿元

德帕迪约将扮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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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妖记》以24.38亿元登上中国影史最卖座影片第一高位吸引了众多投资进入电影制作行业

王宝强（右）在《唐人街探案》中

中国青年爱乐乐团归国演奏家世界经典作品2016海南新年音乐会在海南
省歌舞剧院演出，给椰城市民带来一场音乐盛宴。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剧院魅影》剧照

热拉尔·德帕迪约

文化消费万亿级缺口带来机遇

影视业成资本追逐新“风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