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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2月 1日电 （记者孙
婧 袁宇 林诗婷）马戏表演没有动
物，还会玩出什么新花样？今晚，在
三亚开启全球新一轮巡演的太阳马
戏舞台剧《阿凡达前传》，以演员、道
具加上声光电特效，再现了“奥斯卡
大片”镜头里的精彩场景。同时，这
出舞台剧作为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30周年的献礼剧目，也将为三
亚春节的文旅市场再添国际范儿。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严朝君出
席今晚的演出。

当晚的马戏帐篷内，《阿凡达前
传》用100分钟的演出，讲述了3个年
轻的纳美族人，为拯救灵魂之树而展
开冒险的全新故事。

舞台上，声、光、电、雾，各种道具
和演员的表演，将潘多拉世界里星罗
棋布的漂浮山、飞天走地的奇异兽、
五彩斑斓的森林和湖泊、剧烈喷发的
火山熔岩，以及魔幻炫目的战斗场
景，一一呈现。炫目的大片级画面，
带给全场数千名观众，沉浸式的观看
体验，收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从首场效果来看，《阿凡达前传》
的演出是成功的。离场时不少观众
仍在回味。

“真是一场国际水准的舞台表
演，这个票价很值了！”三亚市民杨洁
提前两周抢到了首演票，还特地带上
女儿，要重温当年看电影《阿凡达》的
体验。

“不过，这个舞台剧讲的是一个
全新的故事，现场有中文字幕，没看

过电影也不会影响理解。”杨洁说。
据悉，《阿凡达前传》在三亚的演

出计划，从 2018 年 2 月到 5 月，共
120场，官方预计现场观看人数将达
30万人次。

太 阳 马 戏 CEO Daniel Le-
marre表示，《阿凡达前传》是过去几
年来，太阳马戏精心制作的质量最
好、最有特点的一部剧场秀，会让中
国观众体会到全新的视觉和声光效

果，他对《阿凡达前传》登陆三亚充满
信心。他还透露，未来团队将加快引
进更多巡演以及驻场秀，并且定制符
合中国口味的内容。

《阿凡达前传》是由电影《阿凡

达》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监制、太阳
马戏制作的一台大型舞台剧，从
2015年诞生后，已在全球60多个城
市和地区巡演，其中2016年的全球
巡演票房，居同类型第二名。

《阿凡达前传》首秀引爆三亚
震撼场景令观众久久回味

复星集团高级副总裁、
复星旅文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钱建农：

海南旅游要
“全球化+本土化”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袁宇 孙婧

今晚，三亚国际星光熠熠，备受期待的太
阳马戏《阿凡达前传——魅影骑士》终于揭开
神秘面纱，史诗级别的剧目、精彩绝伦的演出、
炫目璀璨的舞台，为琼岛旅游演艺市场注入了
新的活力。“引入太阳马戏国际品牌，我们并非
追求短期回报，而是看重三亚旅游产业的长远
发展与升级转型。”此次演艺产品成功落地鹿
城，对于复星集团高级副总裁、复星旅文集团
董事长兼总裁钱建农来说，是该企业在中国乃
至全球打造旅游行业创新旅游休闲度假模式
中，所迈出的坚实一步。

曾在德国留学工作10年，担任过2家全球
500强企业高管，2010年开始负责复星集团商
业投资，并完成多个著名投资案例……翻阅钱
建农的履历，商场中的他经验丰富、嗅觉敏
锐。而此次，亚特兰蒂斯、太阳马戏等国际品
牌项目相继落地三亚，推动当地旅游产业阔步
升级，是什么原因令复星集团积极发力、精准
布局海南旅游市场？

“我国文旅市场前景广阔，三亚凭借得天独
厚的自然优势、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吸引了众
多酒店等旅游企业投资，旅游产业加速发展。”
专访中，钱建农对三亚旅游市场发展充满信心。

“三亚的自然资源包括基础设施在全球旅
游目的地中处于前列，但还存在产品同质化、
品味不足等问题，休闲度假领域还有很多空
白。”钱建农建议，一方面，三亚亟待积极引入
国际知名旅游品牌，不断为旅游市场注入新的
活力；另一方面，还需深耕本土文化市场，挖掘
当地特色旅游产品，结合海南发展实际，不断
丰富旅游内涵，创新开发原创产品，激活旅游
产业发展生命力。

如何更好地借助复星集团的全球资源，为
海南经济和文化建设、为提升海南全球影响力
贡献力量？“我们致力深耕海南旅游市场，通过
积极引入地中海俱乐部、亚特兰蒂斯、太阳马
戏等国际品牌资源和IP资源，加强国际品牌的
引领示范作用，弥补三亚休闲度假酒店产品的
缺失，推动三亚旅游产业向3.0版升级。”钱建
农补充道，海南旅游要“全球化+本土化”共同
发展，不断提高国际化水平，加强国际游客的
吸引力和黏合度。 （本报三亚2月1日电）

■ 本报记者 袁宇 孙婧 林诗婷

时针指向2月1日19时30分，激昂、震撼的音乐响起，原本略有嘈杂的观影区立即安静下来。U型观影区内，上千
张面孔写满了期待。

凹凸不平的潘多拉星球上，家园岛、火山坑，象征着生命的灵魂之树下，纳美人过着喧嚣而平静的生活。随着说书人
的叙述，绿色、红色、蓝色、紫色等色彩一一登上主舞台，如同泼墨狂草，为原本朴素的舞台绘上各类丰富的质感和色彩。

声、光、电的完美融合，成功造就一台超级视觉盛宴。这不仅是加拿大国宝太阳马戏带来的舞台秀《阿凡达前传之魅
影骑士》在三亚的首秀，也是在中国内地的首秀。接下来，《阿凡达前传》将在三亚驻场3个月，为鹿城市民游客送上120
场精彩演出。

一台“较真”的超级视觉大秀
——舞台秀《阿凡达前传之魅影骑士》首演侧记

在《阿凡达前传》中，演员们必
须尽力回避人类生物力学规则，学
着做一名真正的纳美人。

“因为潘多拉星球重力比地球
小，我们做了很多地球上不常见的
动作来模拟纳美人的行动，如滑
行、跳跃，尽量刻画出轻盈的感
觉。”参与演出的男演员达斯汀
说，他在演出中有三幕戏，其中一
幕扮演部落酋长，尽管这一幕没
有太多的动作表现，但他仍然要
参与排演训练，“演出的所有细节
都不能疏忽，不管是跳跃还是跌

落，是上下翻转还是翻筋斗，都需
要不断地训练。”

女主角泰雅在加入太阳马戏前
曾经是一名工程师。

“我接受了 3 年的全方位训
练，现在已经参与团队演出了两
年。”泰雅说，《阿凡达前传》演出
中，场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
色、位置和动作，“整场演出下来，
主演的运动量相当于跑步 16 公
里。除了排演外，体能训练也是每
天都不能中断的。”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太阳马戏

演出团队中可不乏身负“绝活”的演
员。“他们有的是杂技高手，有的是
专业体操运动员，有的擅长多种类
型的舞蹈，还有的歌喉十分出众。”
泰雅说，其中舞台上玩回旋镖的年
轻演员，还因此创造了吉尼斯世界
纪录。

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工。珍
妮说，这次为了给三亚观众带来完
美的表演，演出团队从进驻演出大
棚至今，每天都保持一定强度的排
练，“我们甚至将演员们的健身房都
整个搬了过来，以确保每位演员都

在最完美的状态。”
“原汁原味！”对于这个风靡全

球的演出，复星集团副总裁兼旅游
及商业集团总裁钱建农用四个字精
炼地概括，“太阳马戏给我们带来的
是非常新鲜的感觉，跟以前我们所
看的传统演出是不一样的。”

短短100分钟的演出，《阿凡达
前传》通过将惊险的杂技演出，融入
到舞台音乐剧中，在展示原汁原味
的潘多拉星球风情的同时，为观众
献上一场声光电的视觉大片。

（本报三亚2月1日电）

“太真实了，舞台上的悬浮岛，
威猛的‘托鲁克’，还有巨大的灵魂
之树，这一切就像真正的潘多拉星
球！”三亚市民杨伟民告诉记者，他
是电影《阿凡达》的影迷，一直在关
注这场超级大秀的他成功地抢到了
首演票。

杨伟民坦言，尽管已经在媒体
上看到了“托鲁克”的照片，但当它
威风凛凛地“冲”向舞台时，自己仍
然兴奋地差点跳起来，“这一件道具
需要6个人同时操控，效果非常逼
真，令人惊喜。”

“‘托鲁克’的双翼完全展开
后，宽度能达到12米。”《阿凡达前
传》技术总监肯表示，这些大家伙
虽然体型巨大，但在工作人员的操
控下，能够在天空、陆地、海洋中作
出多种动作，为观众带来最直观的
视觉冲击。

令人震撼的舞台效果，源于制作
团队在一处处小细节上的“较真”。

肯表示，在这台阿凡达秀的舞
台、服装、道具中，每一个环节都经
过精心设计，力求精致、真实，“大到
舞台上的灵魂之树，小到演员头饰

上的羽毛饰品，都经过精心设计，以
符合潘多拉星球的世界。”

更让杨伟民惊叹的是，演出中
所有出场的纳美族部落居民使用的
服饰，没有一件是重复的，“每个部
落的服装都是独一无二的风格，令
人惊叹。”

“我们分别设计了4种不同深
浅蓝色的丝质紧身连体服，诠释纳
美人四大部落的外形差异。”《阿凡
达前传》公关总监珍妮说，制作团队
利用植物种子、藤蔓、树叶、骨头、渔
网、毛线、羽毛、宝石等各式元素，手

工打造了115件各具特色的阿凡达
服装，以更好地展现纳美人充满原
始野性气息的形象。

《阿凡达前传》艺术总监雨果透
露，为了达到最好的演出效果，制作
团队甚至将710块舞台专用地板也
空运了过来，特别制作的舞台地板
具有弹性，让演员们能够借此产生
弹跳冲力，“经过训练之后，演员们
看起来就像刚从大银幕上走出来的
纳美族人一样。我们做的这一切工
作，都是为了确保演出100%的原
汁原味。”

一处处小细节上的“较真”

不乏身负“绝活”的演员

广告

首届海南迎春商品（农产品）日月广场展销大会第二期隆重开幕
山西近百家龙头企业优质农产品现场展销

欢迎消费者选购
时间:2018年2月2日至12日 地址：海口市日月广场如意大道

庆祝海南建省三十周年
新春音乐会

主办单位：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承办单位：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海南广电文化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演出单位：中国音乐家协会爱乐男声合唱团

演出时间：2018年2月4日、5日 20:00
演出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
票价：甲等90元（政府补贴630元） 乙等70元（政府补贴650元）

丙等50元（政府补贴670元）
售票热线：0898-65301811 售票时间：2018年2月1日至2月5日
售票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售票窗口（剧院左侧）

2018年精品剧目惠民演出

海南2018新春音乐会
主办单位：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承办单位：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海南广电文化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演出单位：昆明聂耳交响乐团

演出时间：2018年2月9日、10日 20:00
演出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
票价：甲等90元（政府补贴410元） 乙等70元（政府补贴430元）

丙等50元（政府补贴450元）
售票热线：0898-65301811 售票时间：2018年2月1日至2月10日
售票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售票窗口（剧院左侧）

2018年精品剧目惠民演出

太阳马戏CEODaniel Lemarre：

融入中国元素
激发文化活力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孙婧 袁宇

足迹遍布全球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巡演城市
逾60个，其中不乏纽约、洛杉矶、悉尼等国际一
线旅游目的地，而今天，见闻丰富、身经百战的阿
凡达秀在三亚启幕，加拿大太阳马戏 CEO
Daniel Lemarre的激动心情却溢于言表，在记
者专访中多次提到“amazing（令人惊讶的）”。

据悉，《阿凡达》是美国电影史上的里程碑
式作品，由詹姆斯·卡梅隆执导，全球总票房达
27亿美元。2015年，太阳马戏和卡梅隆导演
深度合作，以电影《阿凡达》为基础，将电影里
的潘朵拉星球搬上了剧场舞台。

此次，Daniel Lemarre带着史诗级别的
阿凡达秀来到鹿城，无疑为三亚旅游市场发展
带来了新的活力，将有力推动旅游演艺市场的
升级转型。但对于他来说，其与三亚的缘分还
不止于此：“去年我与家人来到三亚度假，便深
深爱上了这座城市。三亚旅游资源丰富，基础
设施完善，具有开阔的旅游发展前景。同时，
我们也关注到，近年来随着消费需求的不断提
升，三亚文化演艺市场日渐繁荣，也为旅游产
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据悉，为了不断提升演艺产品的活力与生
命力，太阳马戏的近200名主创团队注重创
新，刷新了每年推出一部新剧目的速度。与此
同时，该团队还加强与高校、企业合作，探索使
用机器人、无人机、VR等技术，不断丰富舞台
呈现效果，实现演艺产品的与时俱进。

“创新不仅是形式上的，而应是内涵上、内
容上的，只有不断创新，旅游产品才能激发新
活力。”Daniel Lemarre透露，他十分看好中
国旅游演艺市场，下一步，太阳马戏将借鉴吸
收传统东方元素，不断丰富品牌的文化内涵，
其中，在接下来的杭州驻演站中，50%的演职
人员将来自于中国，推动太阳马戏与中国元素
的创新融合与发展。 （本报三亚2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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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马戏《阿凡达前传》在三亚正式开演。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扫码看
《阿凡达前传》
三亚首演震撼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