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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中国亮相孟买国际表演艺术节

“时代楷模”
燕振昌先进事迹搬上银幕

海南演员精彩演出震撼印度观众
本报海口 12 月 7 日讯 （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林敏）
“到家啦，到家啦！”
今天下午，海口市艺术团的演员们顺
利回到海口，而回家的喜悦，远远掩不
住孟买之行带给他们的激动和感动。
12 月 3 日至 4 日，
“2016 欢乐轮
孟买国际表演艺术节”在印度孟买巴
拉德古堡区举行，共有来自波兰、英
国、西班牙等 14 个国家参加。应我国
驻孟买总领馆邀请，省文体厅率海口
市艺术团作为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此次
艺术节。期间，海南演员们带来的戏
曲舞蹈《说唱脸谱》、歌舞《定安娘子》、
黎族鼻箫灼吧演奏的《黎乡原色》等多
个文艺节目，让印度观众赞不绝口。
“非常荣幸代表祖国参加这次艺
术节。10 月底接到任务后，我们就开

始精心挑选并加紧排练具有海南特
色、中国特色的节目。”该团团长蒙麓
光告诉记者，10 余个节目在艺术节多
个时段轮番上演，20 位海南演员们靓
丽的造型和精彩的演出，让他们成为
这两天孟买街头的“明星”，当地民众
争相与他们合影留念。
孟买市民吉米利用
“震撼”
来形容
中国演员们在艺术节上的精彩演出，
他说：
“ 通过精彩的演出，我能感受到
海南一定是个特别美丽的地方，有机
会一定要去看看！”
此次艺术节的项目负责人萨宾娜
专程向海南演员表示感谢，她说现场
观众们每天都在问什么时候是“China”的演出，现场不时听到“China”的
呼声。应广大观众要求，主办方特意

《暴走吧@少年！！！
》海口开机
本报海口 12 月 7 日讯 （记者叶
媛媛）今天上午，轻魔幻网络大电影
《暴走吧@少年！！！
》在海南华侨中学
观澜湖学校开机，成为海口出台鼓励
影视业发展政策后又一部被吸引来椰
城开拍的影视作品。
据介绍，该片讲述了几名学生在
魔法学校赫尔学院学习和冒险的魔幻
故事，是一部为现代年轻观众定制的
青春时尚魔幻片。导演杨东亮介绍，
影片将采用炫酷的 CG 特效，为影迷

呈现一场视觉的盛宴。
据了解，海口近年来十分重视影
视产业，除建成中国最大单体室内摄
影棚外，还筹建了一批大中专院校为
影视产业发展提供人才和硬件支撑。
此外，海口出台发展影视产业的优惠
政策也含金量高。如在海口新注册且
注册资本在 1000 万元以上的影视企
业，给予最高 500 万元一次性补助；购
置、租赁办公用房将获相应补贴，
政府
还将对优秀作品予以额外奖励。

爱情喜剧《完美有多美》定档
本报海口 12 月 7 日讯 （记者卫
小林）记者今天从我省院线业内获悉，
奇幻爱情喜剧电影《完美有多美》今天
宣布定档，将于明年情人节上映。
据介绍，该片由姜武、蒋勤勤、李
乃文、朱旭、沙宝亮领衔主演，姜武首
次担纲监制，邀请到了哥哥姜文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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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团队为该片质量保驾护航。
记者了解到，
《完美有多美》被业
内誉为“大叔版夏洛特烦恼”，虽然同
样讲述小人物穿越逆袭的奋斗故事，
不同的是，该片采用了冷幽默的喜剧
方式，通过一个离奇故事，
激起了人们
对什么才是真正幸福的思考。

为海口艺术团多安排了一场演出。
艺术节主席舒芭拉直言，此次海
南的演出，是艺术节举办四届以来最
棒的演出，他们也期待双方进行更多
艺术方面的交流和学习。
我国驻孟买总领事馆总领事郑曦
原在接受海南媒体采访时说：
“今年 6
月，刘赐贵省长对印度的访问大大促
进了双方的合作与交流。继我们组织
印度旅游代表团访琼后，海口市艺术
团又来印交流演出，双方交往的热度
不断升温。”他相信，海南将为海上丝
绸之路重现辉煌作出更大贡献。
在 12 月 4 日举行的艺术节闭幕
式上，凭借着积极的准备与精彩的表
演，海口市艺术团作为中国代表团获
得了最佳代表团演出奖。同时，
我国驻

孟买总领事馆也获得了艺术节仅有的3
个杰出组织奖中的一个。副总领事李
元凌称赞海口市艺术团的演出有力地
宣传了中国文化，
为
“一带一路”
和
“中
印旅游年”
增添了浓墨重彩的新篇章。
近年来，我省文艺佳作频出，
海南
文艺的“炫丽绽放”，也让各艺术院团
一次又一次肩负起“使命”，将海南文
化带向了世界。在推动
“一带一路”文
化交流的路上，海南文艺工作者们凭
着对本土艺术的无限热爱与不懈努力
“挥袖起舞”
，仅在今年，
我省多个艺术
团队就参与保障了多项国际会议活动
的文艺演出：唎咧叮咚生动亮相澜沧
江-湄公河合作首届领导人会议期间
的文艺演出；民族歌舞助力博鳌亚洲
论坛欢迎宴会演出；第十四次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和 2016
金砖国家总检察长会议的演出现场，
海南的特色歌舞也再获好评……
除了以海南为主场的国际化舞台
外，今年 7 月，省委宣传部率省民族歌
舞团参加第 38 届巴厘国际文化艺术节
并在马来西亚作文化交流演出，既赢
得了当地海南乡亲的好评，同时也推
广了海南文化；
今年 10 月，
应马耳他中
国文化中心的邀请，省文体厅率省歌
舞团一行前往马耳他作文化交流演
出，
也受到了当地观众的交口称赞。
“能吃苦、干劲足，我们海南的艺
术院团深耕这片文艺沃土，带着富有
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佳作，讲好海南
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省文体厅艺术
处处长冯勇说。

海南日报联合片方为本报读者送福利——

想看《血战钢锯岭》请打电话领影票
联系电话66810602 先到先得
本报海口 12 月 7 日讯 （记者卫
小林）年关将至，海南日报为读者送
福利啦！记者今天获悉，海南日报联
合好莱坞战争大片《血战钢锯岭》国
内宣传方影联传媒，给本报读者免费
赠送电影票。读者只要打进本报编辑
部电话 66810602，就可报名领取 12
月 10 日（本周六）的影票，
先到先得。
据介绍，读者领取电影票的方法
很简单，12 月 8 日（今天）上午 8 时以
后 ，只 要 在 上 班 时 间 内 打 进 电 话
66810602，留下自己的姓名和手机
号码，即可获赠 12 月 10 日海口上邦
百汇城中影国际影城（原中影南国影
城）
《血战钢锯岭》的电影票，每位报
名读者可获 2 张票。观影场次分为
12 月 10 日 11 时 25 分和 15 时两场，
每场限额 30 张影票，因此欲报名的

读者要凭速度抢票哟，报名时请告知
你想看哪一个场次，
征集满员为止。
记者了解到，
《血战钢锯岭》是好
莱坞老牌男星和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获奖者梅尔·吉布森执导的二战题材
战争大片。该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
讲述美军上等兵、拒绝携带任何武器
上战场的军医戴斯蒙德·道斯，由于
个人信仰与军营纪律格格不入，因此
受尽了折磨。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恪
守“不杀”信条的羸弱青年，却在最残
酷的冲绳岛战役中，一次次冲进枪林
弹雨，赤手空拳救出了 75 名战友。
为了真实还原二战中最惨烈的这场
战役，梅尔·吉布森采取“纯实拍”手
法，不借用任何电脑特技，以最真实
和“原始”的方式，打造出了最震撼人
心的战争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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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燕振昌》北京首映
据新华社电 （记者白瀛）根据中宣部
“时代
楷模”燕振昌先进事迹改编的电影《燕振昌》首
映仪式 6 日晚在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影
片展现了一名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
心中有戒的基层干部形象。
燕振昌生前为河南省长葛市水磨河村党支
部书记，2014 年 12 月 12 日因过度劳累病逝在
工作岗位上。
导演张忠说，影片《燕振昌》通过凡人小事
反映了党的基层干部不忘初心、
勇于担当、
清正廉
洁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
演绎了主
人公对党无限忠诚和对人民群众的无限深情。

参加璀璨夕阳演出大赛香港站比赛

东方候鸟艺术团获金奖
本报讯 （记者罗安明）日前，璀璨夕阳演出
大赛香港站比赛落幕，我省东方候鸟艺术团风
铃舞蹈团表演的节目《北国天香》喜获金奖。
据了解，本次参赛节目《北国天香》由东方
候鸟艺术团团长李晓红编导，表现了“候鸟”老
人定居东方、热爱生活的乐观精神面貌。李晓
红说，
她从小对舞蹈兴趣浓厚，
退休后依然经常
编排舞蹈，表演文艺节目。2013 年在东方买房
定居后，便把东方当作第二故乡，
今后她将深入
东方基层采风，
创作更多东方特色的文艺节目。
东方候鸟艺术团 2015 年 3 月在该市民政
局注册成立，目前有成员 90 多名，其中四分之
三是
“候鸟”
老人。

海口老街题材画展开幕

《血战钢锯岭》剧照

本报海口 12 月 7 日讯 （记者徐晗溪）今天
下午，
“油画家眼中的海口老街之美作品展”，在
海口市骑楼老街开展。
开幕式后同时举行了画展学术研讨会，来
自全国各地的画家、作家、文艺评论家等以“油
画家眼中的海口老街”为切入点，
探讨了海口的
文脉延绵，梳理了海口城市的精神与气质。
据介绍，此届参展阵容强大，既有来自意大
利罗马美术学院终身教授桑德罗·特劳蒂、四川
美院副院长马一平、湖南省美协副主席陈和西
等国内外知名画家，也有海南大学艺术学院副
院长谢源璜等本土画家。
本次展览由海口市委宣传部、海口市文联
主办，海口市美协、海南师大美术学院承办，展
至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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