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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慧数度流泪

惹哭黄圣依杨钰莹

信息时报讯（记者 蔡慕嘉）

今晚，湖南卫

视《恋梦空间》第二季将迎来“三亚之旅的第

二天”，帆船出海、森林公园，两组集体约会

可谓各有各的精彩。 不过，旅行过程中，嘉宾

朱云慧几次情绪波折，却让黄圣依、杨钰莹

等观察员为她心疼掉泪。

上一期节目中，自称“勇敢女孩”的朱云

慧变得格外主动， 主动邀请杨明鑫一起玩

耍，并坚持将关注票投给他。 不过，杨明鑫认

为自己跟王瑛瑛的共同点很多，最终选择弃

票。 在即将播出的新一期中，“三角关系”又

引起关注。 旅途中，低血糖的王瑛瑛因为体

力不支难以继续前进、向上攀登。 朱云慧毫

不犹豫地为了她，继续登顶拿取含糖分的食

物，却没能想到，此刻她身体也极其不适。 杨

明鑫没有察觉朱云慧的异样，却急着照顾王

瑛瑛，朱云慧终于扛不住了，躲在角落里独

自啜泣。 到录恋梦影像信时，朱云慧都泪流

不止，红着眼睛说：“我不想再强求一段不属

于我的心动！ ”感性的观察员杨钰莹和黄圣

依也忍不住为她共情抹眼泪。 本期节目将于

今日 22:00 播出。

《英歌魂》用街舞和英歌

诠释潮汕精神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慧 ）

外交

题材史诗剧《外交风云》今晚在广东

卫视播出，40 多次饰演毛泽东的唐

国强在北京开播仪式上表示， 每一

次演出都很有压力， 这次为了更好

体现毛泽东晚年形象， 从衣着举止

到表情神态都需反复揣摩细致呈

现。

此前， 不少影视剧或多或少有

一些反映新中国外交的片段和故

事， 但全景式呈现波澜壮阔的新中

国外交，《外交风云》尚属首次。而如

何把剧中人物塑造好， 成了主创面

临的首要难题。 编剧马继红昨天表

示， 剧本创作时始终坚持用现实主

义的手法， 努力探索人物的内心世

界，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避免人物

的“纸片化”，力争使每一个人物都

成为有别于他人的“这一个”。

事实上，在演员选择上，该剧也

坚持选用具有丰富表演经验和良好

观众口碑的一线特型演员， 并请到

了唐国强饰演毛泽东、 孙维民饰演

周恩来、郭连文饰演刘少奇、卢奇饰

演邓小平、谷伟饰演陈毅、黄薇饰演

邓颖超。昨天活动中，唐国强高度评

价了《外交风云》的意义，“从短期来

看， 似乎是不如一些讨巧的片子有

收视率和票房，但从长远来看，这些

作品是有价值的，是不朽的”。

随着国庆临近， 众多献礼影视

剧陆续曝光， 唐国强除了《外交风

云》，还在电影《决胜时刻》出演了毛

泽东这一角色， 据粗略估计他已经

40 多次饰演毛泽东， 但在这部戏

中， 他仍然倍感压力。 为塑造好角

色， 唐国强透露每一场戏都反复揣

摩，尤其在塑造晚年的毛泽东时，常

与导演共同探讨， 从衣着举止到表

情神态，设计了很多感人的细节，力

求展示出人物的精神特质。

除了纷繁复杂的外交故事脉络

与众多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外交

风云》 还涉及了大量地标性建筑场

景，如北京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

鱼台国宾馆， 美国白宫、 法国总统

府、联合国会议大厅等等。为了最大

限度地还原历史， 剧组美术部门专

门组织了一支数百人的工程装修

队，按照 1：1 的比例，搭建了 380 多

处拍摄场景。

艺术总监马友友回归

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明年带来

“巴赫马拉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文浩）

广

东国际青年音乐周即将迎来第四届

啦。 这项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

办， 广州交响乐团和星海音乐厅承

办的国际青年文化艺术项目， 因为

有马友友、 余隆等诸多名家大师的

加持，从 2017 年举办首届开始就成

为吸引世界乐坛目光的聚焦点。 主

办方昨日宣布， 明年 1 月 10 日至

18 日，作为艺术总监及首席导师的

马友友将再度来到 2020

（第四届）

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 他将和由他

亲自邀请的十余位在各自领域都获

得极高成就的导师们， 与来自世界

各地的数十位青年音乐家们一同在

广州探索多元文化交汇碰撞的音乐

“丝绸之路”。 在马友友和音乐周艺

术委员会主席余隆的提议下， 本届

音乐周将聚焦“音乐之父”巴赫，围

绕他的作品展开。

在过去几届广东国际青年音乐

周上， 马友友不仅给学员们带来了

音乐技巧上的执导， 还指引大家如

何与世界沟通。 在今年写给青年音

乐家们的一封信中， 马友友如此说

道：“在这个充满了变化与不确定性

的年代， 人们常常追溯前人的智慧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就是那

些‘古人’之一……他是一个‘科学

家-音乐家’，一个能够满怀理解和

同理心， 告诉我们关于我们自身客

观真相的人。在这种真相中，我们寻

找一个能够互见并互相理解的共通

之地。 ”

多次荣获格莱美奖的世界级小

号大师温顿·马沙利斯将巴赫称

作“第一位爵士音乐家”，这称号

充分体现了巴赫擅长即兴作曲并

适应不同乐器以及音乐形式的特

点。 这些技能对于当代音乐家极

其重要，也是入选 2020 广东国际

青年音乐周乐团的数十位青年音

乐家们将被重点培养的技能。 他

们不仅要演奏巴赫原汁原味

的《勃兰登堡协奏曲》《第三

号管弦组曲》

及《赋格的艺

术》选段，还会

分别组成五到

六 人 一 组 的

“丝路乐队 ”，

参与“丝路音

乐工坊” 的即兴创

作。 各类讲座、大师

课以及音乐沙龙也

将围绕“巴赫”这个

中心展开。

最后，各组“丝

路乐队”、 室内乐组

合和音乐周交响乐

团，将在 2020 年 1 月 18 日的“巴赫

马拉松”上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对

于关注音乐周的普通观众来说，最

是值得期待。 这场马拉松音乐会将

在星海音乐厅举行， 演出时间将会

从下午持续到晚上。

此外，在音乐周期间，广州市民

将有机会在城市中“偶遇”马友友大

师和他的朋友们， 以及来自全球各

地参加音乐周乐团的青年音乐家们

化整为零后的各个小组。古老的“巴

赫” 在更古老但同时高度现代化的

广州城中“快闪”的身影，相信将成

为本次音乐周的一大惊喜。

据悉，2020 广东国际青年音乐

周乐团从即日起到 10 月 25 日接受

报名。 希望与以马友友领衔的导师

团队共同为音乐“播种”的 18 至 35

岁青年音乐家， 可浏览音乐周官方

网站了解相关信息。

搭建380多处拍摄场景还原历史

《外交风云》今晚登陆广东卫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马泽望 ）

电影《英歌

魂》今日上映。该片由《这！就是街舞》人气选

手田一德和陈妍臻出演男女主角，演绎两代

人与潮汕非物质文化遗产英歌舞的故事。 近

日，《英歌魂》主创团队现身广州路演，导演

黄羿携田一德、陈妍臻等主创亮相。

影片讲述田一德扮演的潮汕青年阿德

自小就在父亲的严厉要求下学习英歌舞，叛

逆的他与父亲较劲，于是放弃英歌舞独自去

大城市打拼。 多年后，生意受挫的阿德回到

老家筹措周转资金，因一场英歌舞大赛而与

小时候的玩伴绮雯（

陈妍臻饰

）、阿龙（

许淳

玮饰

）、阿福（

庄佐饰

）和阿武（

麦君饰

）重聚，

向着英歌舞大赛的冠军之位前进。

路演现场，导演黄羿表示，为了拍好影

片，主创多次拜访英歌舞传承人，力求每个

动作还原出传统英歌舞的精气神。 田一德、

陈妍臻邀请幸运观众上台，现场教学几个简

单的街舞动作，带着幸运观众一起展示了一

段街舞表演。 身为潮汕人的许淳玮还带来一

场潮汕话教学，与观众共同用潮汕话表达出

对电影的美好祝愿。

马友友将回归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 与青

年学员们分享音乐与世界的联系。

田一德、陈妍臻亮相《英歌魂》路演。

唐国

强表示出

演 《外交

风 云 》 倍

感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