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梦” 主题新创作歌曲，旨

在用歌曲的形式，讴歌中国梦、阐释中

国梦、唱响中国梦，凝聚广大人民群众

共筑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 入选歌

曲《我们的美好时代》主题鲜明、特点

突出、旋律优美，是一首讴歌新时代、

弘扬中国梦、传递正能量的歌曲。

《我们的美好时代》是一首什么

样的歌曲？作曲家董林庆介绍说，由著

名歌唱家汤子星演绎的《我们的美好

时代》，是一首主题鲜明、特点突出、

旋律优美， 又聚焦时尚音乐新元素的

讴歌新时代、弘扬中国梦、传递正能量

的大爱颂歌。《我们的美好时代》是如

何创作出来的？ 又是如何从全国上万

首应征作品中脱颖而出的？ 董林庆表

示：“拿到词作者安华老师完美体现

了思想主题、文字华美、语言创新与通

俗易记之特点的歌词以后， 我很快就

找到了创作的感觉， 在朗读歌词过程

中，旋律几乎是脱口而出的。”

董林庆说，歌词里所描述的内容

和发生在身边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高度

吻合， 想表达的情感一下子就迸发了

出来， 因此用了较短的时间就完成了

创作，而且没有调整歌词的任何词句。

“旋律朗朗上口、 容易传唱， 而且欢

快、优美、富有张力、积极向上，歌词实

实在在地表达了炎黄子孙对当今伟大

时代的真诚感激之情与颂扬之意，可

以说是词曲浑然天成吧。实践也证明，

该歌曲一经在央视播放， 就受到了人

们的一致首肯与广泛好评。”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我们的美好时代》

作词：安华 作曲：董林庆

演唱：汤子星

天蓝蓝，岁月如歌，山水同唱地宽

广，国富民强，收获希望家园美，鸟语

花香，金玉满堂人欢笑，快乐健康，平

安吉祥。 我们的生活在幸福中流淌花

儿，在大地上尽情绽放……

青年古琴演奏家昨集体亮相

作为市文联各协会组织承办的

“芙蓉绽放———蓉城之春艺术节”活动

重要演出之一，昨晚，“蜀中清韵”青年

琴家专场演奏会在娇子音乐厅上演。

著名古琴演奏家、 成都古琴文化

学会会长戴茹携成都知名青年古琴演

奏家曾河、赵虹、魏玉平、李雪梅、张婷

婷、袁僖、周志乙、李妮莱、董雯雯参

演，为观众呈上了一台古琴视听盛宴。

此次 “芙蓉绽放———蓉城之春艺术

节”活动，所有演出均以免费不免票

的形式向观众开放。 昨日的演出受到

了古琴爱好者的追捧，发票当日，有观

众早上7点就在市文联外排队等候取

票。据悉，今晚7时半，“玉振金声”古

琴名家专场演奏会将在娇子音乐厅上

演，国家级演奏家龚一、上海青年古琴

演奏家龚幽兰、成都本地琴家俞秦琴、

曾成伟、戴茹参加演出。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昨日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

冯远征确认，梁信诉中芭侵犯《红

色娘子军》著作权案将于今天继续

开庭，“据我了解4月3日开庭的主

要原因是，三年前的开庭到现在没

有最后判决的话，需要重新走一遍

程序。” 至于今天是否宣布庭审结

果，冯远征直言很难说，“我也不知

道，希望尽快结束这个事情。”

问及为何会和妻子一起召开

说明会，冯远征直言：“之前我在等

法院的判决， 但老人家今年89岁

了，明年就90岁了，身体状况不好，

我总得让关心此事的人知道情况

吧。但是我们不敢让老爷子知道细

节，怕他身体上受不了。”

冯远征称， 中芭一直回避此

事，“中芭坚持打官司，之前版权局

调解了一年也没有结果。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3月刚演完，马上又

要演，据说7月还要演，反正就是不

间断地存在侵权行为。”

此次帮助岳父“打官司”，冯远

征夫妇称“不要一分钱，只要一个

说法”，“之前有报道称， 我们要求

的赔偿金额不少， 但那都是律师的

建议，最后还是要双方出面协商，我

和家人不想看着老爷子带着遗憾离

开，就算这场官司输了，我们也要一

个输的说法，不能这么不了了之。”

随后，记者也试图联系中芭相

关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不过得到的

回复要么是不清楚，要么就是表示

一切按照法院判决走，并不愿意过

多谈论此事。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

伟 张世豪 实习生 犹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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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远征帮

89岁岳父

打官司

《红色娘子军》原作者梁信诉中央芭蕾舞团侵权案今日继续开庭

3月24日， 梁信诉中央芭蕾舞

团侵犯电影文学剧本 《红色娘子

军》 著作权案说明会在京举行，梁

丹妮和冯远征现身，现场，女婿冯

远征数度哽咽落泪，他介绍，岳父

1958年去海南岛体验生活，创作了

电影文学剧本 《红色娘子军》，

1960年由谢晋导演拍成影片，获第

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并

在第三届亚非电影节上获万隆大

奖。“老爷子和中芭于1993年签订

协议， 约定了依当时的 《著作权

法》， 中芭一次性向他支付10年的

著作权许可使用报酬。但在2003年

之后，中芭未经老爷子许可继续上

演该剧。”

3月26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

法院官方微博”发布长微博，对梁

信诉中央芭蕾舞团一案进行说明，

微博称，该案将于2015年4月3日继

续开庭审理。长微博内容为：“我院

于2011年12月27日对梁信诉中央

芭蕾舞团著作权一案予以立案，

2012年4月18日第一次开庭审理。

为依法维护双方当事人权益，我院

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依法展开了

调解工作。期间，原告方曾向我院

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对被告方《红色

娘子军》 演出情况进行财务审计。

由于双方最终未能达成调解协议，

且有个别证据需要进一步调查核

实，2015年3月19日，我院承办人通

过电话与双方代理人沟通近期继

续开庭事宜， 定于2015年4月3日9

时在我院北区18法庭继续对此案

开庭审理。”

现身说明会 冯远征情绪激动

冯远征要说法 中芭不说话

自从《武林外传》之后，闫妮富

有风情的喜剧形象就深入人心，无

论是 《一仆二主》《生活启示录》

《婚姻料理》还是正在播出的《王

大花的革命生涯》， 闫妮都给自己

的角色赋予了一种喜感。 闫妮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 喜剧是自己的一种

追求，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它能带

给别人快乐， 让人感到生活的美

好。”闫妮称，观众都很喜欢《武林

外传》里的佟掌柜，“我自己也很喜

欢，这个角色很丰满。那是我第一次

在大的剧中担任主演， 以前都是跑

龙套， 可能观众因为这个角色认识

了我，也有先入为主的原因。”

接演王大花，是制片人吴毅的

盛情邀约，“他跟我说这个角色非

闫妮莫属，王大花这个角色跟我自

己也有很多相似的经历，有丈夫有

孩子，有过去默默无闻的时候。”

在不久前成都商报举办的“成

都商报读者口碑榜”上，闫妮收到

了不少影迷的支持，闫妮称，这么

些年来，自己一直演戏，一步步到

大家熟知， 生活也没有太大变化，

“但就是多了更多影迷， 有他们的

关爱和支持，这是自己以前从来没

有感受过的一种东西，那种爱和付

出让我很感动，这份感情我也很珍

惜。我希望今后能更努力地相互渗

透，一起陪伴。”

成都商报记者 邱

峻峰 实习生 犹黎

用喜剧诠释谍战

闫妮再演老板娘

一出

“

煮妇特工成长记

”

《王大花的革命生涯》讲述了来自于农村的妇女

王大花（闫妮饰），从无知无畏逐步成长为革命的中

坚力量。在昨日播出的剧集中，鱼锅饼子店老板娘王

大花意外与张博饰演的地下党员夏家河重逢，虽然夏

家河有任务在身，但王大花仍对其曾经逃婚的事情耿

耿于怀，因此上演了一出意外频生的奇遇。

剧中，闫妮为了更加贴近当时东北家庭主妇的形

象，拍戏过程中增重至120多斤，闫妮穿着东北花袄出

场，手脚麻利地掀开热气腾腾的鱼锅饼子的造型也让

观众直呼“佟掌柜又回来了”。和以往谍战剧以男性

视角为主不同，《王大花的革命生涯》 以女性视角为

主， 因此闫妮的表现便是衡量该剧的重要指标之一。

总制片人吴毅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闫妮是该剧最好

的，也是唯一的人选。

剧中，王大花性格直爽彪悍，面对凶险万分的各

式难题都能巧妙化解， 无论是敌人的盘问还是胁迫，

这位当家煮妇都能用锅碗瓢盆巧妙完成任务，一路通

关打怪笑闹不停。闫妮在剧中还充分展示了其喜剧功

底，媒婆妆夜行衣纷纷上阵，造型多变，被导演赞誉为

开启了一段令人捧腹的煮妇特工成长记。

“

喜剧是我的追求

”

茛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系列报道

《我们的美好时代》

传递正能量

梁信

1960

年创作完成《红色娘子军》文学剧本，中央芭蕾舞团

1964

年改编为芭蕾舞剧

闫妮剧中为了“偷”肥皂勇闯男澡堂，笑果十足

冯远征在说明会上哽咽落泪

梁信

电影剧作家 ，

原名郭良信 ，

1926

年

3

月

2

日生于吉林

省 ，

1958

年去海南

岛体验生活， 创作

了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 红 色 娘 子 军 》，

1960

年由谢晋导演

拍成电影。他在《红

色娘子军》 中塑造

的吴琼花、洪常青，

在《从奴隶到将军》

中塑造的罗霄等人

物丰满生动、 个性

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