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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演《芳华》中的卓玛，又演《你若安好》中的金闪闪并获中美电影节最佳新人奖

2017年度字词揭晓

“享”
“初心”
“智”
“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选

海口姑娘隋源成了银幕新星
■ 本报记者 卫小林
眼下，
冯小刚执导的《芳华》正在全
国热映，
在片中出演卓玛一角的女演员
隋源，
引起了不少海口影迷关注，因为
隋源在海口出生，在海口成长，
知道她
的人委实不少。记者今天电话采访了
正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读大三的
她，
方知这位海口姑娘能够成为银幕新
星，
其实都是她勤学苦练用汗水换来的。

回忆童年都是幸福时光

天没想别的，就是希望得到老师一次
表扬，得到表扬了就特高兴。”隋源告
诉记者，现在回想起来，
也许当时年纪
尚小，
单纯，
还有妈妈从小给自己心里
种下了舞蹈表演的种子，所以觉得学
舞这段经历并不辛苦。没想到的是，
能被冯小刚导演选中参演《芳华》，靠
的正是她扎实的舞蹈功底，也印证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句古话。
回想学舞经历并不辛苦
到前线文工团这五六年间，隋源
隋源说，她在军艺学了 5 年舞蹈，
依然坚持每天 7 点出晨功的好习惯，
因为当时招生时便是
“定向培养”
，
所以
排 练 节 目 、慰 问 演 出 ，一 场 不 落 。
毕业后便直接到当年的南京军区前线
2015 年考上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
文工团工作，
成了一名专业舞蹈演员。
读本科后，隋源每天出晨功的时间更
“军艺这 5 年，我们主要是学习舞
提前到了凌晨 5 时 30 分，电影学院的
蹈专业课程，
文化课也学，
但比专业课
晨功不仅是舞蹈专业的踢腿、掰腿，
还
少。”隋源说。在大多数人眼里，学舞
增加了形体、声音等多方面训练，
但隋
蹈都很辛苦，
但在隋源的回忆中，
其实
源依然乐在其中。
并没有特别辛苦的印象。
隋源说，在军艺这几年里，
她每天
拍片用假期不影响学习
便很早起床出晨功，每一天基本上都
是在学习古典舞、民间舞、芭蕾基本
隋源告诉记者，她目前只拍了两
功、毯子功等专业课程或专业基础课
部电影，但基本都是利用假期，
不会影
程中度过。
“ 我那时候真的很认真，每
响到在电影学院的学习。

隋源说，
《芳华》是今年 1 月 5 日
在海口开拍的，当时正好放寒假，由于
开拍前大家已在北京作了充分准备，
所以回到海口后在家门口拍摄，虽然
她是首次银幕秀，
但她已得心应手。
《芳华》之后，为党的十九大献礼
的电影《你若安好》片方找到隋源，请
她出演片中女一号金闪闪，
“这是一部
讲述白衣天使播撒人间大爱的故事
片，我记得特清楚，我也是在电影学院
考完暑期期末考试后进组的，整个暑
假一个多月都在拍这部影片。”隋源还
报喜说，这部电影让她收获了人生第
一个电影奖项——2017 第十三届中
美电影节于 11 月 2 日在美国洛杉矶
举行颁奖礼，隋源凭在《你若安好》中
的优秀演绎，斩获了最佳新人奖。
隋源说：
“ 我刚刚涉足电影表演，
未来道路还很长，非常感激我的老师
和影坛前辈们支持。
”
隋源，
这个在海口出生和成长，演
艺事业又从海口起步的银幕新星，已
然开始散发出明亮的星光。
（本报海口 12 月 21 日讯）

海口姑娘隋源

隋源告诉记者，她从小就学舞蹈，
因为妈妈是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的舞
蹈教师，
“ 我小时候和妈妈一起看电
视，她就在客厅里教我压腿了。”整个
小学阶段，舞蹈也一直与隋源相伴，回
忆童年，她说
“总是充满幸福时光”。
隋源的小学在海南国科园实验学
校就读，当时，这个学校在海口名气颇
响，教学条件、生活设施都很好。
“我读
书的时候，感觉学习很轻松，成绩也很
好。”隋源说，她也一直是学校艺术团

的舞蹈队员，基本上每天下午都要练
舞，学习、舞蹈相互促进，整天乐呵呵
的，童年生活过得非常充实。
小学五年级时，隋源以优异的舞
蹈专业成绩，被解放军艺术学院五年
制中专班录取，从此正式成为一名舞
蹈专业学生。

海南省级非遗项目首次集中展示

首届海南琼侨歌谣汇演文昌举行

《星球大战8》中国首映礼上海举行
12 月 20 日，第 8 部“星战”系列电影《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在上海迪
士尼举行中国首映礼，宣布将于 2018 年 1 月 5 日在中国上映。图为该片女主角
黛西·雷德利和男主角马克·哈米尔与现场中国影迷互动。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卫小林）12 月 21
日，2017 首届海南琼侨歌谣汇演在
文昌举行，琼侨歌谣这个海南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首次集中展示在我省
文艺舞台上。
上午 9 时，开场音乐《打盅盘》拉
开了琼侨歌谣汇演的序幕。汇演现
场，琼侨歌谣传承人朱运行登台，在
接受主持人采访介绍他的经历后，现
场为观众演唱了几首他的代表性琼
侨歌谣作品；另一位琼侨歌谣传承人
蔡亲平也登台，演唱了他最拿手的几
首琼侨歌谣作品。作为琼侨歌谣传
承人，他们两人的演唱，让现场观众

领略到了琼侨歌谣的醇厚韵味。
其后，不同年龄段的歌手分别演
唱了不同风格的琼侨歌谣，年轻歌手
吴不为演唱了《劝你多读书》，卢庆权
和许佳雯两位小朋友演唱了《鹧鸪
谣》，庄恋演唱了《参军谣》和《送夫去
南洋》，庄岚婷演唱了《摇篮曲》和《女
人绣花歌》，现场还有一位 94 岁的老
先生也献上了自己爱唱的琼侨歌谣
作品，首首歌谣，都道出了海南传统
文化中深藏的意味。
在展示琼侨歌谣的过程中，还有
舞蹈《思南》等节目相继献演，最后，
在少儿歌谣的演唱声中，首届海南琼

侨歌谣汇演落下帷幕。
琼侨歌谣于 2008 年入选第二批
海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反
映了琼籍华侨和侨乡人民的心声，是
海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琼
侨歌谣内容一般是侨乡历史和现状，
华侨出洋缘由和遭遇，也有反映华侨
在寓居国奋斗历程的内容，被专家誉
为我国华侨史、国际交流史的活化
石。至今，在我省的文昌、琼海、万宁
等地，
还能听到琼侨歌谣的吟唱。
本次汇演由省文体厅指导，省群
艺馆、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文昌市旅游和文体委主办。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1 日电 （记者史竞男）
“汉
语盘点 2017”活动 21 日在京揭晓年度字词，
“享”
“初心”
“智”
“人类命运共同体”
分别当选年度国内
字、国内词、国际字、国际词。
共“享”经济打造美好生活，不忘“初心”继续
砥砺前行，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专家
表示，这些字词概括了过去一年里令人难忘的时
事、世情、民心，
记录着世界的变化、时代的变迁。
“汉语盘点 2017”揭晓仪式由国家语言资源
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人民网、腾讯网联
合主办。该活动自 11 月 20 日启动以来，共收到
网友推荐字词数千条，网络推荐和投票点击量达
2 亿次，并于近日陆续发布了 2017 年度十大流行
语、十大新词语、十大网络用语。
据悉，
“ 汉语盘点”活动至今已举办 12 年，鼓
励全民用语言记录生活，描述中国视野下的社会
变迁和世界万象。

国家京剧院复排“三国戏”经典

《群借华》亮相北京舞台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1 日电 （记者周玮）国
家京剧院复排“三国戏”经典剧目《群借华》20 日、
21 日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精彩上演，叶派名家江
其虎、文武老生田磊、裘派传人魏积军、文武丑演
员徐孟珂等领衔。
此剧精中取精，描写联合破曹、火烧赤壁事，
时至今日依然是常演常新的
“三国戏”
经典：
“群”
，
周瑜英姿勃发，诸葛亮运筹帷幄，鲁肃老成持重；
“借”，
诸葛亮借东风；
“华”
，
曹操败走华容道，关羽
义释曹操；再加草船借箭、愿打愿挨的苦肉计……
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兵来将往的宏大场面、流派
纷呈的精彩演绎，
令台下观众叫好连连。

第54届“亚太广播联盟奖特别奖”
颁发

《海上丝绸之路》获奖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涛）日前，
由上海广播电
视台纪实频道联合广东台和泉州台制作的纪录片
《海上丝绸之路》获得第 54 届“亚太广播联盟奖特
别奖”
。该片通过小故事讲述大事业，
在国际传播
方面覆盖超过 3 亿海外收视人群。
《海上丝绸之路》在近 20 个国家实地拍摄、跨
越四大洲，从航运、物产、贸易、科技、文化、民心和
梦想等丰富多元的层面，不仅回溯海上丝绸之路
曾经的辉煌与文明，更注重凸显当今建设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风貌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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