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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旗袍 东方秀佳人

《首届中国相声小品大赛》
10月2日至8日央视播出

第二届东方黎锦旗袍佳人大赛启动，万元大奖等你来拿

本报海口 9 月 13 日讯 （记者卫
小林）继去年 12 月举办 2017 年首届
东方黎锦旗袍佳人全国大赛之后，第
二届赛事于 9 月 13 日在海口正式启
动，这是海南日报记者 13 日从该项赛
事主办方之一的省黎族服饰文化交流
协会获悉的。
据介绍，第二届赛事将举行个人
赛和团体赛两大项比赛，先在海口举
办选拔比赛，然后赴东方举办全国总
决赛，比赛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8 日

至 11 日。其中，个人选拔赛的前 40
名选手晋级总决赛，团体选拔赛的前
5 名团体晋级总决赛。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参赛对象要求年龄为 18 周岁至
65 周岁的女性，身材匀称，五官端正，
具有一定的 T 台走台和服装表演经
验，比赛服装要求必须是黎锦或黎锦
元素制作的旗袍，以凸显大赛主题和
海南黎族服饰文化特色。其中，参加
团体比赛的队伍需 10 人以上。比赛

今年 11 月 15 日。
该负责人表示，黎锦堪称中国纺
织 史 上 的 活 化 石 ，历 史 至 今 已 超
3000 年，是中国最早的棉纺织品，其
纺织技艺领先于中原地区上千年，将
海南黎锦这种传统服饰与中国服饰
文化集大成者的旗袍相结合，打造成
黎锦旗袍佳人大赛，是该项赛事最大
的特色，不但中国风味浓厚，而且海
南特色显著。近年来，东方市委、市
政府瞄准黎锦这项民族特色文化产

业，在黎锦弘扬、传承、发展、创新上
推行一系列有效举措，如举办规模宏
大的千人织锦活动，建设黎锦特色产
业小镇，建造黎锦展示馆，开设黎锦
学习班，开辟黎锦原材料种植园，创
新性打造黎锦旗袍佳人大赛等，让东
方特色文化声名远播。
本届大赛由省旅游委、省文体厅、
省商务厅、省民宗委、省妇联、省工商
联指导，东方市委、市政府和海南省黎
族服饰文化交流协会主办。

从此，天堂奏响最美《梁祝》

中国原创歌剧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在俄罗斯上演
据新华社电 （记者鲁金博）中国
国家大剧院
“中俄友谊文化之旅”交流
演出 9 月 11 日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
开幕。由中国作曲家唐建平、剧作家
万方、导演王晓鹰担任核心主创的中
国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
静悄悄》亮相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
当晚，由中国国家大剧院音乐艺
术总监吕嘉执棒，马林斯基交响乐团
赋予该剧更为浓烈的俄罗斯气质。来
自中国的歌唱家与马林斯基剧院和西
部军区歌舞团的舞蹈演员们以精湛的
演出和默契的配合，让这部中文歌剧
俄罗斯风味十足。
马林斯基剧院艺术总监、著名指
挥家捷杰耶夫说，联袂演出让中俄两
国艺术家联系得更紧密，进一步加深
了中俄友谊。
俄罗斯西部军区歌舞团舞蹈队队
长安德烈·别里科夫说，这部歌剧真实
反映俄罗斯的历史，合作演出让中俄
两国演员心与心的距离变得更近。
14 日至 15 日，
马林斯基交响乐团
还将继续
“陪伴”
国家大剧院团队转战
莫斯科，在俄罗斯军队中央模范剧院，
中俄艺术家将联袂演出两场主题为
“你
好，
俄罗斯！
”
的经典歌剧作品音乐会。

内容为走秀表演、舞台形象、服装设计
及网络投票四大方面。大赛将为个人
比赛的冠、亚、季军分别颁发 3 万元、2
万元、1 万元奖金及奖杯与证书，另外
还将评出特别奖项——服装设计奖，
奖励现金 8000 元，另有奖杯及证书。
单项奖将评出最佳气质奖、最佳表演
奖等 6 项。团体比赛的冠、亚、季军与
个人比赛的获奖者名额及奖金相同，
另将评出最佳编导奖 3 名、优秀奖 2
名。报名通道即日开启，截止时间为

——送别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

■ 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一把琴弓，
拉动的是生命之弦。
曾几何时，因为他的琴声，一代
代琴童开启自己的音乐之梦；曾几何
时，因为他的琴声，全世界知晓《梁
祝》这段出自古老东方国度的凄美爱
情故事……
9 月 7 日晚，著名小提琴演奏家
盛中国因病逝世，享年 77 岁。从此，
琴声化蝶，天堂里奏响最美《梁祝》。
13 日上午，他的挚友、同事、学生，以
及数不清的被他琴声浸润过心灵的
音乐爱好者来到八宝山殡仪馆东礼
堂，送先生最后一程。
伴随着盛中国生前演奏的《D 大
调小提琴协奏曲》，
大家排起上百米的
长队，
用一朵朵盛放的白玫瑰，
寄愿先
生一路走好。盛中国的夫人、日本钢
琴家濑田裕子一袭黑色衣裙，面容哀
戚，
向前来送别的人们一一回礼。
“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最放不
下的还是中国的小提琴事业。”濑田
裕子说，盛先生心中仍有许多“未完
成”的计划——带出更多优秀的年轻
演奏家，做一个不单纯比拼技巧而是
比音乐修养的比赛。

一把小提琴，
奏响的是时代之音。
盛 中 国 1941 年 出 生 于 音 乐 世
家，1954 年，他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
中，1960 年经国家选派赴莫斯科柴
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留学，跟随世界小
提琴演奏大师柯岗深造。
他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出的 3
首协奏曲，开创了中国小提琴演奏史
的先河；
与小提琴大师耶夫迪·梅纽因
合作，
被其视为
“演奏巴赫双小提琴协
奏曲最好的伙伴”
。一曲《梁祝》，
更是
被盛中国演绎得如泣如诉，
哀婉缠绵，
成为陪伴一代人的时代旋律。
对于濑田裕子而言，30 余年前的
相识，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她回
忆着和丈夫相互陪伴走过的音乐人
生，感慨万千：
“要想音乐达到人的内
心，说起来容易而做到很难，我先生
做到了。他人虽然走了，可是他的音
乐仍然活在大家心里。
”
一段热烈燃烧的人生，照亮更多
人前行的路。
上世纪 70 年代，
远在新疆的小提
琴业余学生韩新安通过电影舞台艺术
片《春天》初识盛中国的演奏。
“片中盛
老师那一曲《新疆之春》奔放热情，直
抵人心，
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

据新华社电 （记者史竞男）记者 9 月 12 日从
有关方面获悉，
《首届中国相声小品大赛》决赛将
于 10 月 2 日至 8 日在央视播出。节目旨在传承中
国民间特色传统文化，
繁荣语言节目创作，
推出优
秀新人新作，
为观众献上一场喜剧盛宴。
据介绍，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首届中
国相声小品大赛》，由秦新民担任总导演，赵越担
任小品组导演，宋飞担任相声组导演。节目创新
力度大、参赛作品题材丰富，姜昆、冯巩、蔡明等喜
剧
“老将”
以及青年演员李菁、苗阜、潘斌龙等也将
亮相，
共同分享喜剧创作的感受。
大赛除比赛相声、小品之外，还增加了展示参
赛者业务功底和即兴创作能力的辅助赛项，如相
声类的综合能力测评、小品类作品延展表演等，成
为一大亮点。

全国9所艺术院校
将亮相国家大剧院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3 日电 （记者史竞男）据
国家大剧院 13 日公布的演出计划，10 月 23 日至
11 月 21 日，来自全国 9 所艺术院校的师生将在第
11 届国家大剧院“春华秋实”展演周期间为观众
带来 9 台 10 场精彩演出。
“春华秋实”
是国家大剧院与艺术院校携手打
造的特色公益性艺术品牌。本届
“春华秋实”展演
周的 10 场演出，涵盖话剧、戏曲、音乐会、民族舞
剧等多种艺术形式。中国传媒大学、北京舞蹈学
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上海戏剧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
央戏剧学院共 9 所院校将带来话剧《生命行歌》
《家》、民族舞剧《尘埃落定》、传统京剧《小放牛》
《天女散花》
《狮子楼》
（片段）作品展演，此外还有
协奏与交响音乐会、少数民族舞蹈精品演出、手风
琴室内乐音乐会等。

盛中国生前和妻子濑田裕子合影
多年后，
已是中国音乐家协会分党
组书记的韩新安与盛中国相交甚密。
他哽咽着告诉记者：
“盛老师为人低调
朴实，
从来不为名所累，
总是说自己就
是个
‘拉琴的人’
。他这一生的心血都
交付给了小提琴事业，
直至生命终点。
”
盛中国一生爱琴如命。然而，为
资助山区孩子修建可自由奔跑的操
场，为资助更多考上大学的贫困学生

完成学业，盛中国义无反顾地卖了 3
把心爱的小提琴。至今，由他赞助成
立的贫困大学生助学基金已帮助 200
多名学生完成学业，
走向工作岗位。
“人生就像一场接力赛。”特别关
心年轻人教育的盛中国，生前反复叮
嘱濑田裕子：
“我们这一代跑完了，接
力棒要交给下一代接着跑。
”
（新华社北京 9 月 13 日电）

第七届中国电影节
在新加坡举行
据新华社电 新加坡第七届中国电影节 9 月
11 日晚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拉开帷幕，开幕式上放
映了中国影片《红海行动》。
本届新加坡中国电影节将持续至 9 月 14 日，
其间还将放映《捉妖记》
《明月几时有》和《记忆大
师》3 部中国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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