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破传统讲新时代龙舟故事

12月首演在即，《龙·舟》要做“全国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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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文浩 麦锦婷）

历时 3 年策划筹备、近 1 年时间创排，广

州歌舞剧院新作《龙·舟》即将于 12 月 8

日~9 日在广州大剧院进行全球首演。昨

日，《龙·舟》 新闻发布会在广州大剧院

实验剧场举行。 现场公开了《龙·舟》定

制非遗龙头龙尾，剧中定妆照、人物 IP

形象及文创衍生产品等也抢先亮相。 广州

歌舞剧院院长史前进介绍，《龙·舟》 是该团

继《醒·狮》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主创人员希

望能挑战自己，将传统文化做出当代表

达，从精神层面去破解、诠释龙舟文化

的现代意义。

不拘泥于讲传统龙舟故事

作为首部以龙舟文化为表达的现

实题材作品，舞剧《龙·舟》讲述了一群

新时代年轻人一路劈波斩浪、 奋勇向

前，在龙舟赛场为国争光的故事。 不同

于前作《醒·狮》，此次主创试图以极具

科技感、 现代感的手法诠释龙舟文化。

史前进介绍，创排初期，主创团队在采

风中常见到的都是传统龙舟，最终在佛

山顺德乐从龙舟训练基地看到来自全

国各地年轻的龙舟运动员共同拼搏的

画面，一下子找到了新时代龙舟文化的

全新呈现方式。

该剧总编导钱鑫、王思思认

为，当代龙舟已经不仅仅是一项

传统文化或民俗项目，同时也形

成了科学性、系统性的水上运动

训练体系。《龙·舟》正是要在传

统与现代的结合中找到更好的

表达，希望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感觉。

舞者实地体验运动员训练生活

《龙·舟》由青年舞蹈演员依力凡·吾

买尔、李奥、庞冠宇、周芯羽担任主角，

组成平均“95 后”的演员团队。 舞剧创排

前期，演员们一同在乐从龙舟训练基地

感受训练生活，与龙舟国家队年轻运动

员交流经验。 两位总编导称，当看着演

员们从不会握桨动作七零八落，到落桨

一致龙舟齐驱向前，并最终以舞蹈的形

式呈现在舞台上，这个过程是非常让人

感动的。 8 月在顺德的合成演出现场，龙

舟队的教练及运动员特别前来观演，为

演员和主创加油鼓劲。

据介绍，《龙·舟》于顺德进行首次演

出后， 主创随即进行了第一轮修改提

高， 并于 9 月在广州进行第二轮合成。

该剧 12 月在广州全球首演后，2022 年 1

月起将在顺德拉开全国巡演序幕。 史前

进表示：“《醒·狮》被誉为‘最燃舞剧’，我

们希望《龙·舟》 成为全国的‘爆款舞

剧’。 ”

易烊千玺哈琳重聚《奇迹》演兄妹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马泽望）

由

文牧野执导，宁浩监制的电影《奇迹》

释出“奇迹小队”角色海报，官方首

度正式曝光阵容。 除此前已公布

的惊喜客串王传君、 章宇、 杨新

鸣， 一众实力派演员田雨、 陈哈

琳 、齐溪、公磊 、许君聪 、王宁 、黄

尧、巩金国也加盟该片。 易烊千玺

与2013年出生的陈哈琳演绎兄妹

情， 陈哈琳也是与易烊千玺合作过

年龄最小的女演员，两人的对手戏值

得期待。

《奇迹》由周楚岑、修梦迪、文牧

野、韩晓邯、钟伟联手编剧，讲述一个

在深圳生活的20岁少年，为了妹妹努

力坚持，顽强拼搏，最后获得幸福的

故事。

该片已定档2022年2月1日春节

大年初一上映。此番公布“奇迹小队”

群像的演员阵容，正如文牧野导演所

一直坚持的真实质感，众演员在角色

海报上都呈现出朴实纯粹的角色状

态。 饰演妹妹景彤的陈哈琳， 早在

2017年综艺《放开我北鼻》中就与易

烊千玺结缘， 两人真挚纯真的相处，

令网友分外感动，仿佛看到了真实的兄

妹，此次银幕合作，也是两人时隔3年后

重聚。 虽然没有任何电影表演经验，哈

琳依然凭借自然的表演，打动了文牧

野导演。

对于此次易烊千玺的表现，导演

文牧野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他有特

别少年的外表，少年的灵魂，但是却

很成熟的精气神。 他有一种永不放

弃的精神， 既有很天真烂漫的一

面，又有担当和坚持的那一面，这

两个东西加在一起， 就是我心中

的景浩。”至于《奇迹》的主题，文牧野

则表示：“关于爱，看完也许会让你重

拾生活的热情和勇气。 ”

导演郭子健阐述

《古董局中局》之“根”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马泽望）

郭子健执

导的电影《古董局中局》发布“猎人·猎物”角

色海报，海报中“夺宝小分队”被众多稀世珍

宝包围， 置身于迷雾重重的昏暗房间内，目

光如炬，誓要找到通往真相的最终法门。 电

影已开启预售，将于 12 月 2 日超前点映，12

月 3 日公映。

《古董局中局》 的故事围绕一尊价值连

城的武则天明堂玉佛头展开。流落海外的佛

头即将归国，以“梅花五脉”“老朝奉”为代表

的古玩界势力纷纷伺机而动， 五脉传人许

愿、药不然、黄烟烟，许家故人付贵集结为

“夺宝小分队”一同寻宝，共破惊世骗局。

片中不修边幅的许愿与留学归来的药

不然因佛头相遇， 黄烟烟为真相坚定不移、

帮助许愿走上寻找宝物的道路。许家故人付

贵为了忠义再“入局”，无不诉说古玩界的有

情有义。雷佳音表示：“我喜欢许愿身上浓郁

的‘烟火气’， 出演这个角色圆了我的江湖

梦。 ”李现为贴合药不然的海归身份提议增

加的金丝眼镜，成为造型中的点睛之笔。 辛

芷蕾脚踩高跟鞋亲自上阵拍打戏。葛优浑然

天成的喜剧范儿展现出 20 世纪 90 年代小

人物身上的“江湖气”，为紧张刺激的夺宝迷

局注入搞笑元素。 导演郭子健说：“烟火气、

武林感与江湖气是整个影片的‘根’，有了它

你才会读懂真正的古董江湖。 ”

昨 日 ， 《 龙·

舟 》 新闻发布会

在广州大剧院实

验剧场举行。

信息时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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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哈琳演绎兄妹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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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马泽望）

据猫眼专

业版数据显示， 截至 2021 年 11 月 24 日 16

时 43 分 ， 《长津湖》 含预售票房已超

56.94 亿元 ， 正式超越 2017 年上映的 《战

狼 2》

（

56.92

亿元）

摘得中国影史票房榜冠

军。

《长津湖》 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

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 向观众讲述了一段波

澜壮阔的历史， 影片不仅有浓烈的爱国情怀，

也有反战的和平主义， 在世界战争电影史上

刻下了属于中国的里程碑。

自 9 月 30 日公映以来， 《长津湖》 屡破

影史纪录———10 月 5 日， 《长津湖》 凭借

19.56 亿元的票房成绩成为中国影史国庆档票

房冠军； 10 月 19 日， 《长津湖》 总票房突

破 50 亿元， 成了中国影史票房最快破 50 亿

元的电影。

除了打破中国影史最高票房纪录， 《长

津湖》 还是全球影史战争题材票房冠军、 全

球华语电影票房冠军， 并继续位居 2021 年全

球电影票房榜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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