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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2019东莞戏剧季拉开帷幕

为期1个月，10部优质原创剧目陆续登场

□

文

/

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利民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丰富市

民群众假期文化生活，10月1日晚，2019

东莞戏剧季开幕式暨疯狂锅巴喜剧社

专场演出在东莞市文化馆实验剧场精

彩举行。据悉，2019东莞戏剧季为期1个

月，包括10部优质原创剧目，3场戏剧名

家讲座，3场戏剧分享沙龙和3场亲子戏

剧启蒙活动。

2019东莞戏剧季是2019年东莞市

文化馆“文化四季”的重要版块内容，旨

在通过精彩纷呈的戏剧演出、 讲座、沙

龙、亲子戏剧培训等活动，加强和促进

戏剧交流，普及和推广戏剧艺术，培育

良好的戏剧生态环境，营造浓厚的戏剧

创作氛围，进一步激发戏剧工作者的创

作热情， 繁荣和推动东莞戏剧创作，助

力高品质文化引领型城市建设。

近万张门票免费发放

开幕式当晚，疯狂锅巴喜剧社为东

莞观众带来了喜剧小品专场演出，小品

《老爸》《明星制造》《一部老相机》，相声

《两口子》 等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轮番上

演，观众们爆笑连连，掌声欢呼声不断。

2019戏剧季，在剧目选择上，以原

创、小型、多元为原则，鼓励具有多样性

和启发性的戏剧主题和表现样式，精心

挑选了10部优质原创剧目，除了疯狂锅

巴剧社的小品专场外，还有小剧场爆笑

喜剧《胎记》，以改革开放为背景，讲述

年轻人南下追梦故事的话剧《雁儿飞

飞》，探讨都市年轻人爱情观的话剧《我要

恋爱》等等；在类型上，有话剧，音乐剧，也

有国标舞剧；有成年人喜爱的小剧场话剧、

都市情感剧， 也有小朋友们最爱的儿童

剧，满足不同年龄段观众的需求。

本次戏剧季，10部剧目将在东莞市

文化馆星剧场、实验剧场、黑匣子剧场以

及工农八号先锋剧场、 莞城文化周末剧场

进行14场精彩的演出， 免费发放近万张门

票，让东莞观众共享戏剧艺术的魅力。

首次加入亲子戏剧启蒙内容

戏剧季期间， 主办方还安排了3期

戏剧名家讲座，深圳著名导演、南派小

品的领军人物邸叙然， 曾两次登上

央视春晚舞台的喜剧明星演员郭丰

周等名家，来到东莞，和东莞市民讲

述他他们追寻戏剧梦想的故事，分享

他们在戏剧创作、导演和演出中的经验

和心得，并和东莞的戏剧工作者、戏剧

爱好者进行交流和互动。 此外，还有3

场戏剧分享沙龙。

本次戏剧季，在上一届戏剧季的基

础上， 首次增加了亲子戏剧启蒙的内

容，由专业的戏剧教育工作者开展亲子

戏剧工作坊， 邀请父母和孩子一起参

与，增加亲子乐趣，让戏剧和艺术浸润

孩子心灵，为孩子的成长打下一抹亮丽

的底色。

东莞电竞嘉年华诞生“最强王者”

160多支队伍近1000名电竞爱好者参赛

赛事海选历时近两个月、 吸引160

多支队伍、将近1000名电竞爱好者参赛

……风靡青年圈子的电子竞技比赛总

决赛千呼万唤始出来———万科·东莞市

第二届市民运动会电子竞技比赛总决

赛于日前在首铸·万科广场吹响号角。

经过激烈鏖战，最终MYG战队2：0轻松

战胜WZ战队摘下桂冠，WZ战队则收

获第二名，正洲体育战队、YWK战队并

列第三名。

吸引160多支战队参赛

电竞比赛作为新兴的体育项目，已

经连续两年被纳入东莞市民运动会的

比赛项目。 该项赛事较之传统体育项

目，不仅备受欢迎，也吸引了更多“宅

男”“宅女”参与其中。 本次比赛由东莞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等联合主办，广

东正洲体育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和深圳

市魔亚电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

本届市民运动会电竞比赛的竞赛

项目为手游中最受欢迎之一的王者荣

耀。 比赛规则采用5v5王者峡谷征召模

式，由系统判定比赛胜负，最终的4强及

决赛采用BO5

（五局三胜 ）

赛制决出冠

军。 经过日前的多轮海选角逐， 最终

WZ、YWK、MYG、正洲体育从160多支

战队中跻身四强，会师峡谷之巅。

据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群众体育

科科长黎创成介绍，将电竞向正规化、常规

化引导，探讨电竞产业良性发展是各位从

事电竞行业人士乃至体育行业人士的心

声，“电竞技和玩游戏区别是很明显的，电

竞和传统体育项目一样，非常讲究智力和

团队配合，不单单是个人pk。 ”

已有高校开设电竞相关专业

2017年国际奥委会将电子竞技纳

入了奥林匹克运动项目、2018年电子竞

技入选亚运会表演项目，以及日前在人

社部公布的13个新职业信息中，电子竞

技员、电子竞技运营师赫然在列，这意

味着电子竞技成为了社会所认同的职

业，国家的认可必然会影响电子竞技这

一产业走向良性发展。

而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东莞再

一次走在前列。 据魔亚电竞文化CEO

何宇介绍， 电竞行业对硬件有比较高

的要求，这使得关联性的企业本身有很

大的冲动来加入电竞产业， 例如漫步

者、金河田、台达电子、黑峡谷这些东莞

知名企业，都是从制造业切入到电竞

产业的。

今年上半年，魔亚电竞与东莞高校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合作开设广东

高校首个电子竞技运动管理专业，至今

已开始招生教学中。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家国·情怀》香根泰书画展在横沥镇展出

10月1日-7日国庆期间， 由东莞

市横沥镇宣教文体局主办的 《家国·情

怀》 香根泰书画展在横沥镇村头村香

氏宗祠展出， 近4米长的焦墨画 《家园

梦图》 等代表作品亮相书画展， 吸引

了众多市民前去观展。

10月1日下午， 书画展正式开始展

出， 有些家长还专门带小朋友前去学

习和接受书画文化的熏陶， 感受爱国

的情怀。 据了解， 此次书画展一共展

出 《茂林秋树图》、 《无限江山入远

眸》、 《归去来兮》 等70多幅山水画和

书法佳作， 并将主题定为“情系故

里”。

据悉， 香根泰先生祖籍在横沥镇

村头村， 自幼受家族熏陶， 对中国书

画有着特殊的感情。 2013年， 在东莞

市可园博物馆举办“情系故里” ———

香根泰书画展； 2014年， 在东莞市岭

南美术馆举办“家园梦·翰墨情———香

根泰书画展”； 2015年， 其国画作品

《中华美景图》 被钓鱼台国宾馆收藏。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黄晓妍

牧行万里，探知神州

阿里高原联合

科考之旅圆满收官

历时7天，行程2050公里，9月26

日， 随着联合科考队顺利抵达日喀

则， 江西五十铃mu-X牧游侠携手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牧行万里

探知神州” 第二季———深入阿里腹

地， 探秘象雄文明科考之旅圆满收

官。

联合科考指定用车———mu-X

牧游侠此程载着科考队员从札达县

启程，成功挑战4500米高海拔，在空

气稀薄、天气寒冷、路况复杂的苍茫

高原一路穿越行进。 联合科考队考

察札达土林的地貌演化， 领略神山

“冈仁波齐”与圣湖“玛旁雍错”的遗

世之姿， 走进群山掩映的古象雄王

国都城及古格王朝的残垣断壁中，

挖掘遗落千年的藏地文明密码。

下一站， 联合科考队将迎来第

二季的收官之站， 深入塔克拉玛干

沙漠考察，走进最后的沙漠部落，探

寻原始绿洲，更多精彩，敬请关注！

大健康产业提速利好医

药板块

中银创新医疗基金

即将发行

9月2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

多部门印发《促进健康产业高质量

发展行动纲要

（

2019-2022

年）

》，市

场普遍认为， 医药板块或将受益匪

浅。 中银基金旗下新一只医疗保健

主题基金———中银创新医疗基金将

于10月14日发行， 未来将积极参与

挖掘医药及健康产业的投资机遇。

据悉， 中银基金近年来已在金

牛奖、金基金奖、明星基金奖、晨星

奖、济安金信“群星汇”及英华奖等

权威评选中揽获近90项大奖。

长安马自达高速

公路免费关怀活动完

美收官

国庆期间， 全国10个驭马驿站

站点，现场值守工作人员不辞辛劳，

为长安马自达车主精诚服务， 获得

了客户一致好评。

在本次活动开展前通过长安马

自达微信公众号、驭马族网站、合作

媒体平台、 长马全国经销店多渠道

的向全国长马车主发布了活动信

息。活动期间，共完成了1108台次的

检查，确保每台驶出“驭马驿站”的

车辆都能安全到达目的地。 体验过

活动的多位长马车主还在汽车之

家、爱卡、太平洋、易车网汽车论坛

发送了活动宣传贴。

图 为

精 彩 演 出

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