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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马泽望）

将于

9 月 30 日上映的《中国机长》曝光一

组临危无惧版角色海报，张涵予等 9

位主演在危险刚发生时， 于万米高

空直面多重考验，神情坚毅冷静，完

美再现“中国民航英雄机组”坚守岗

位，守护乘客安全的光辉形象。

《中国机长》 根据 2018 年 5 月

14 日四川航空 3U8633 航班机组成

功处置特情真实事件改编： 机组执

行航班任务时， 在万米高空突遇驾

驶舱风挡玻璃爆裂脱落、 座舱释压

的极端罕见险情，生死关头，英雄机

组的正确处置， 确保了机上全体人

员的生命安全，创造了世界民航史上

的奇迹。

除了海报，片方近日曝光的预告

也成为网络热议焦点， 网友纷纷留

言，“太刺激了，全程不敢眨眼，感觉

都不敢呼吸了”。不仅网友一致称赞，

预告更收获众多航空业内人士的转

发与认可。有民航从业者留言称：“预

告片里最后的那段话每一个字都是

我们工作的真实写照，希望大家看了

银屏上的中国机长后不要害怕坐飞

机， 因为即使没有遇到刘传健机长，

也会遇到李传健张传健，每个人都可

以是中国机长，这就是中国民航！ ”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慧）

电影《最长

一枪》昨日在京首映，男主角王志文与儿

子王冠杰的银幕初合作充满话题。 受访

时王志文毫不掩饰对影片的喜爱， 还说

要再看一遍，理由是“想

（再）

看看儿子在

电影中的表现”。

《最长一枪》由王志文、余男、李立群

领衔主演， 影片讲述了杀手老赵为偿还

心中多年夙愿， 冒险接下好友老杜派来

的最后一单买卖以及就此引发的故事。

谈及第一次出演杀手的感受， 王志文回

应：“第一次看剧本的时候， 这个角色就

让我很兴奋，他是个传奇的平凡人，也是

个坚守信仰的‘侠客’，这部电影做得很

扎实，虽然

（我）

是第一次演杀手，但尝试

没做过的东西很好玩。 ”演杀手免不了动

作戏， 王志文就说：“我这个身子板儿要

做动作，确实有难度，当然现场有教练、

导演、剪辑给我很多帮助。 ”

值得一提的是，片中“报童”一角由

王志文儿子王冠杰出演， 导演徐顺利透

露拍摄时正好是暑假， 角色年龄跟王冠

杰吻合，因而主动邀请王冠杰出演。带着

与父亲一同参与其中的愿望以及对于演

员职业的好奇， 王冠杰欣然表示愿意尝

试。 对于父子银幕首秀， 王志文也很慎

重，片场主动指导儿子演技。昨天采访问

他对儿子表现评价时， 刚与媒体共同看

片的王志文是这么回答的：“晚上会再看

一遍， 想

（再）

看看儿子在电影中的表

现！ ”

另外参演的众多演员里， 有曾录制

《爸爸去哪儿3》的夏克力，第一次演电影

的夏克力表示此次颠覆了好爸爸的形

象，演了坏人，很期待观众的评价。

《最长一枪》将于9月6日全国公映。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文浩）

9 月的到来不光意

味着开学，对音乐爱好者来说，也意味着各类乐团

新乐季演出的回归。 本月底， 广东民族乐团 2019/

2020 音乐季即将如约而至。广东民族乐团和星海音

乐厅携手合作的音乐季是中国内地最早的、也是迄

今持续时间最长的“民乐音乐季”， 今年已是第 18

年。 新乐季中，定少不了胡琴、鼓乐、筝琴名家悉数

而至，箜篌、琵琶、唢呐演奏家各展风采。 另外，各类

经典品牌音乐会、流行国乐、岭南风韵、传统潮乐、

儿童节特别制作等，必有你所喜爱的那一场。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民乐系列演出，是今年 9 月

起，星海音乐厅全新推出的“大湾区民乐新势力”系

列。 这系列演出尝试跳出国乐传统框架，展现创意

传承，使国乐演出显露多元、时尚、充满活力的崭新

风貌。 从 9 月起至明年 1 月，将有 4 场音乐会及多

场活动登场，透过国乐青年人的创作、演绎、拓展，

让乐迷借机饱览国乐风华。

音乐厅“开学第一课”

来堂“民乐欣赏课”

广东民族乐团 2019/2020 音乐季的开幕式将于 9

月 30 日奏响，音乐会以“岁月如歌·流行国乐”为主题，

众多艺术家齐献艺，唱响难忘的经典旋律。 本次音乐会

由著名指挥家王甫建执棒，参演艺术家包括曹玉荣、陈

前、张璐璐、陈冬等，观众们将欣赏到演唱、笛子、琵琶、

二胡等乐器与民族管弦乐的合作， 丰富的节目将为音

乐季的开启展开绚丽的一幕。

陈前、李咏红、彭雨菲、任雯文、王璀璇等著名歌唱

家，将为观众们展现出色的男女声独唱的魅力：采茶的

爱情故事《茶山情歌》、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而

创作的《不忘初心》、讲述环保和生命的动人歌曲《一个

真实的故事》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将在音乐会上唱响。

广东民族乐团有许多优秀的演奏家———广东民族

乐团副团长、胡琴演奏家曹玉荣，竹笛演奏家陈冬、师

江渊、徐望、冯帆，琵琶演奏家顾圣婴，二胡演奏家张璐

璐，萨克斯演奏家张文彪等，他们将为观众带来由经典

歌曲改编成的民族器乐作品，包括《我和我的祖国》《弯

弯的月亮》《敦煌梦》以及经典广东童谣《月光光》等。

除了开幕式， 新乐季接下来也有不少值得期待的

演出。 10 月 12 日，“风华南粤·庆祝广东民族乐团建立

七十周年音乐会” 将以各阶段极具岭南风华的代表性

民族音乐曲目，为乐团庆生。 在明年 4 月的大型国乐音

乐会“筝鼓琴鸣·国乐畅想”上，几位古筝、古琴、鼓乐名

家———龚一、陈佐辉、刘乐等大师荟萃，现场必定火花

四射。 明年 7 月音乐季闭幕式“名家名曲颂古今”音乐

会上，观众则将领略到著名二胡演奏家唐峰、箜篌演奏

家吴琳、唢呐演奏家肖晨光等音乐家的艺术风采。

“大湾区民乐新势力”系列音乐会是今年星海音乐

厅的全新制作， 力求展现一众民乐新势力如何用青年

人的方式，探寻民族音乐之纵深发展和活力创新，首场

演出是 9 月 28 日的“都市变奏———王

憓

二胡音乐会”。

王

憓

，香港二胡艺术中心主席，是少数在国际乐坛

拥有自己音乐品牌的二胡音乐家、作曲家，都市二胡音

乐创立者。 他自幼在父亲二胡宗师王国潼指导下习琴，

继承其父精湛琴艺和掌握多种胡琴的基础上， 开拓了

自己的艺术道路。 多产的他创作了近 200 首二胡曲，其

原创音乐代表作包括《秋意浓》《爱的路上你和我》等，

他的演奏及音乐还被广泛用在电影、 电视配乐， 包括

《醉拳 2》《唐伯虎点秋香》、电视剧集《聊斋》等。

王

憓

这次个人专场，除了带来《秋意浓》《花心》《梁

祝》等多首经典曲目，还将演绎自己的原创作品。 音乐

会更有二胡大师王国潼鼎力加盟， 担任客席二

胡嘉宾上演“父子同台”，一齐演奏新编二胡佳

作“帝女花”之《妆台秋思》等。

在王

憓

音乐会后，10 月 20 日，“Play

吧，琵琶！ ——— 香港‘

玥

琵琶’音乐会”将

接着在星海音乐厅上演。

玥

琵琶室内乐团

将在经典名曲和创意改编之间手捻弦索，

像《Play 吧》这样的经典琵琶曲“串烧”，融

合多首游戏音乐的“8 Bit”，都将给年轻观

众带来不同的民乐体验。

11 月 9 日的“粤乐集结号———广东音

乐跨界音乐会”，将由高胡大师余其伟的四

大高徒余乐夫、黄乐婷、张悦如、陈璧沁，联

袂多位粤乐青年领军人物杨伟杰、 沙泾珊、

郭佩丽等共同演出，既有观众耳熟能详的粤

乐名曲，以电吉他与小组等一鸣惊人的全新

创编曲目， 还有近年来最新创作的广东音

乐。 明年 1 月，“山水乐逍遥———广东民族乐

团青年演奏家音乐会”上，广东民族乐团的

青年演奏家们，将在著名指挥家侯丹平领衔

下，压轴奉上一场雅致的室内乐音乐会。

民乐音乐季名家荟萃

时间：

9

月

30

日

20

：

00

地点：星海音乐厅交响乐演奏大厅

“岁月如歌·流行国乐”音乐会

父子同演《最长一枪》

王志文“刷片”停不下来？

《中国机长》曝新海报

张涵予万米高空临危无惧

集结民乐“新鲜血液”

“都市变奏———王

憓

二胡音乐会”

时间：

9

月

28

日

20

：

00

地点：星海音乐厅室内乐演奏厅

著名指挥家王甫

建将执棒广东民族乐

团乐季开幕音乐会。

广东民族乐团团

长、 鼓乐名家陈佐辉

将亮相“筝鼓琴鸣·国

乐畅想”音乐会。

王憓（下图） 是二胡宗

师王国潼（圆图）之子，音乐

会将上演父子同台合奏。

王志文与儿子一同出演新片。

张 涵

予、袁泉等

演绎“中国

民 航 英 雄

机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