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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晚，由成都市文广
新局、武侯区政府主办，成都
武侯祠博物馆、武侯区文体旅
游局执行的“2018武侯祠成都
大庙会”圆满收官。自2月12日
晚开庙以来，近20天，共接待
观众138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自2005年起，落户成都武
侯祠博物馆的成都大庙会，已
连续举办十四届。“成都大庙
会”依托武侯祠博物馆深厚的
三国文化底蕴，激活传统文化
当代价值；武侯祠博物馆借助
大庙会，让博物馆充满人气。

春节文化盛会 惠及百姓生活
“2018武侯祠成都大庙会”圆满收官

百姓节日 文化新年

统筹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文
物区、西区和锦里三个区域举办
的“2018武侯祠成都大庙会”，在推
出游喜神方、主题灯会等传统项目
的同时，以“瑞犬迎春至、年画寓佳
节、书画庆新年、春色庆吉年”为主
题，推出四大展览：“低徊入衣裾-
狗与汉晋生活特展”、“新春绵竹年
画展”、“明园雅集——戊戌新春当
代中国画邀请展”和“成都武侯祠
的第25届海棠迎春展”，让百姓贴
近文化，让文化贴近生活。

传统年味 时代温情

大庙会上，一年一度的除夕撞
钟仪式，象征着“游喜神方”活动的
开启。今年，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特邀
公开征集的“蓉漂青年”代表来现
场，在除夕夜感受成都的年味与城
市的温暖。博物馆年轻的“蓉漂”工
作人员表示，虽不能回家和家人团
年，但为丰富百姓的节日文化生活
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感觉很幸福。

文化合作 国际交流

庙会吸引了中国国家画院、洛

阳博物馆等知名文博单位的深度
合作。同时，还引来了不少国际机
构的交流和参与。日本神户“第11
届三国祭”组委会派代表参加了本
届庙会，开展了交流座谈和合作沟

通。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计划于2018
年日本神户“三国祭”活动期间，与
日方共同举办“国际三国文化学术
研讨会”。韩国“韩中文化中心”在
庙会期间来到成都武侯祠，签署了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安全保障 服务提升

为确保大庙会活动安全、顺
利举办，2018武侯祠成都大庙会
进一步强化活动安全、观众服务
等保障工作。由成都市文广新局、
市公安局、市公安消防局、交警一
分局及武侯区相关职能部门、成都
武侯祠博物馆负责人员组成的联
合指挥中心，实时监控馆内重点区
域活动情况，指挥保障工作。设置
人流量实时统计系统，组织观众有
序参与庙会各项活动。

社会肯定 媒体聚焦

中央电视台多个频道和栏目
将镜头对准了2018武侯祠成都大
庙会。CCTV1《新闻联播》《新闻
30分》、CCTV13《新闻直播间》、
CCTV2《第一时间》、CCTV4直播
节目《2018传奇中国节春节》，以及
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环球瞭望
Global Watch》及 晚 间 新 闻 栏 目

《China 24》都对本届大庙会文化活
动盛况进行了报道。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图片由武侯祠博物馆提供

剧情很接地气，
《美好生活》热播收视破1
张嘉译变身“落魄海归”
半生漂泊换心“重启人生”

由刘进执导，张嘉译、李小冉、牛
莉等主演的都市情感剧《美好生活》目
前正在东方卫视黄金剧场热播。该剧
从首播伊始便一直雄踞省级卫视同时
段电视剧收视排名前列，收视也已强
势破1。看过此剧的观众纷纷表示，“剧
情节奏快到飞起”“张嘉译李小冉进展
太快猝不及防”“演员演技非常细腻，
很打动人”“剧情很接地气”等。

剧情紧凑堪比过山车

在已经播出的前几集里，张嘉译
饰演的美国“海归”徐天，在遭遇了事
业低谷、爱情失意双重打击后，黯然回
国，却在飞机上心脏病突发，不得不

“换心”。看到张嘉译在《美好生活》里
的种种遭遇之后，许多观众都按捺不
住一颗想为他打抱不平的心。不过好
在剧情进展飞快，仅仅四集的时间，张
嘉译就经历了离婚、回国、换心、与李
小冉饰演的梁晓慧相遇相爱、找到工
作重启人生等重大转折。

“换心”后的徐天也迎来了自己的
春天，不仅遇上梁晓慧，还被她的闺蜜
90后少女贾小朵（岳以恩饰）追求，就
连前妻都从美国回来，“求原谅求复
合”，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关系困
扰着徐天。剧中遭遇了不少“桃花”，张
嘉译却表示，他在剧里并没有被其他
女人打动，“其实特别专一，就是死盯
着李小冉演的梁晓慧”，甚至到了“人
都不理你了，还盯着”的地步。

最近几年，张嘉译的作品多集中
在都市情感剧上，在《我的体育老师》
中和小他18岁的王晓晨谈情说爱，在

《急诊科医生》中和小他14岁的王珞丹
亲吻，这次又和李小冉谈情说爱。在张
嘉译看来，这部戏最打动他的就是情
感“很质朴很细腻”，“写了生活的点点
滴滴，就是日常的交流，但是非常细，
让你看着特别亲近。我觉得观众在追
剧过程中，一定能被触动，有很多似曾
相识的情感。”

李小冉出演“最压抑”角色

不久前，高口碑电视剧《风筝》中，
李小冉饰演的中统特工“林桃”表现惊
艳，从一席旗袍风情万种，到为了爱情
素衣加身隐姓埋名，自由切换的人物
状态、淋漓尽致的情感流露，李小冉凭
借精湛自然的演技俘获了无数观众的
青睐。

其实，早在《大河儿女》《大丈夫》
等众多精品剧集中，李小冉就曾多次
展现出对角色复杂心理的精准把控
力。此次在电视剧《美好生活》中，她再
次突破自己，出演与本人性格反差极
大的杂志女主编梁晓慧，人生突逢变
故、充满忧郁气质的人物设定，让李小
冉也不禁直呼，“是个挺大的挑战”。

剧中，李小冉饰演的梁晓慧受到
来自追求者徐天、另一位交往者边志
军（辛柏青 饰）、父亲梁跃进（程昱
饰）以及因新婚爱人突然去世产生的
心理问题等四方压力，被认为是全剧

“最压抑”的人物。
李小冉认为，“梁晓慧一直特别压

抑，贯穿始终的压抑。真实的情绪总被
深埋心底，穿衣服都只穿黑白灰。”而
现实中性格直爽开朗的李小冉也表
示，导演刘进曾担心过她能否驾驭得
了，但几个月的时间里，李小冉全力
将自己沉浸在角色里，最终呈现出令
人满意的效果。“每天都要在灰色与
彩色间切换，纠结、拧巴又焦灼，但很
多人的人生和我个人是不同的，所以
还是尽量让自己能体验她的那种伤
痛和快乐。”

继《老婆大人是八零后》《军医》和
《为爱结婚》等剧后，李小冉第四次与
张嘉译合作，她表示，“张嘉译一直是
我的偶像，但合作过几回在戏里都没
成！这次非常想在一起。”二人在剧中
跨越了追求“送花制造小浪漫”的层
面，将重点放在了心灵层面的沟通。不
过李小冉透露，两人相爱的过程颇为
虐心，最终的结局也让人意外，希望观
众有心理准备。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每段音乐都有特殊的元素
段与段之间又有各自的逻辑

已获得三次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
音乐奖提名的刘思军向记者表示，这
是他第一次做纪录电影的配乐：“这种
电影院放的纪录片没做过，所以觉得
挺高兴、挺兴奋的。”刘思军透露，《厉
害了，我的国》的音乐创作其实从去年
9月就开始了，为了更好地了解影片，
刘思军特地去看了《辉煌中国》纪录
片，“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了个概念
吧”，他对记者说道。因为电影版要做
得更浓缩一些，所以整个音乐需要重
新做，不能跟电视版本一样。

关于电影的配乐，刘思军可以说
是资格老道了，《厉害了，我的国》的配
乐一开始就在他的脑海中有了雏形，
此外还加入了一些他想到的元素。“这
种专题片的类型，主要是展现5年来方
方面面的成绩，你看一遍就知道有什
么样的形状在脑子里，然后再有些特

殊的东西，比如像高铁，需要的音乐节
奏感比较强一些。每段音乐都是（根据
内容）量身定做的，音乐之间也有对
立，形成一个对立统一的概念，最后总
结的时候音乐比较辉煌。”刘思军解释
道，每段音乐都有特殊的元素，段与段
之间又有各自的逻辑。

配乐制作强度大
“春节都还在干活”

“音乐满铺”是刘思军此次作曲的
最大感想，以往作曲的量没有这么大，
因为音乐停留的地方不多。而《厉害
了，我的国》中却是处处需要音乐，可
以说音乐也在拉动叙事。

“这个过程强度还是挺大的，最后
春节都还在干活”，所有团队都在赶时
间，刘思军更坦言最辛苦的时候十多
个小时睡一会儿，睡几个小时接着干。

“最后那几天比较辛苦，一边做还得一
边添。看到电影上映很高兴，而且这两
天影响力挺大的。所以说辛苦也不是

白辛苦，起码可以让很多的人看到。”
在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下，刘思军

一直在寻找时间好好思考，但最后发
现没有这些时间了，“几乎就没有机
会，你自己觉得可以了，那就交了。”刘
思军说。他表示需要自己根据解说和
画面来把握一个方向，“你能把握住哪
里松一下哪里紧一下，自己来把握的
时候比较多。”

适应电影化的表达方式，符合电
影放映的场合，为了观众们更好的视
听感受，也是刘思军下决心好好创作
音乐的原因。除此之外，他还直言再紧
张也得有点艺术追求：“艺术追求这东
西你还是得有，技术上的指标你还得
达到，不能让内行人笑话你。”

对于观众和朋友们对此次工作
的大量好评，刘思军显得很坦然。能
收到的来自各方的反响确实都挺
好，也包括影片主创方央视和中影
集团。“央视那边也觉得音乐不错，
希望以后我能跟央视再合作一些东
西”，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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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由中央电视台和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
品，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中
央电视台、阿里影业联合发行的
大型纪录电影《厉害了，我的国》
震撼上映。根据猫眼数据显示，
影片首映当日，票房突破4000
万。截至3月4日下午2点，影片
总票房已突破8000万。

影片除了画面精致，主题
鲜明，配乐也相当出彩，其中，
演绎书法时的悠扬民族乐、高
铁飞驰时的节奏电声、射电望
远镜FAST出现时的科幻光感
乐，以及饱满激昂的主旋律配
乐增强了影片的代入感，为影
片增色不少。近日，成都商报记
者专访了《厉害了，我的国》电
影作曲、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
教授刘思军。

值得一提的是，《厉害了，我
的国》上映前就引发了强烈关注，
截至3月1日，影片预售突破6000
万，3月2日上映当天，上座率达
39%。随着电影的热映，电影中的
四川元素也引发了观众的热议。

90分钟的影片中，四川惊
艳亮相，无论是超级工程，城市
发展，还是科技创新，都展现出
四川在我国蓬勃发展过程中的
重要地位。

电影开篇不久，镜头转向皑
皑白雪下的雀儿山隧道。2017年
9月26日，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
的超特长公路隧道——雀儿山
隧道正式建成通车。“曾经山鹰
都飞不过的山峰，现在十分钟就
能翻越”，“川藏第一险”天堑变
通途在影片中霸气呈现。

影片展示的超级工程中，位
于四川和云南交界的溪洛渡水电
站赫然在列，显现出国家“西电东
送”骨干工程的重要地位。谈到年
轻力量给中国带来的新动力，影
片重点介绍了两座城市，西安和
成都。“成都，充满活力的年轻人，
将引领超导磁悬浮列车的未来。”
影片如是评价成都的创新力。

在“万亿俱乐部”中，影片第
一个介绍成都。镜头切换到天府
立交，象征着古蜀文明的太阳神
鸟标志出现在大银幕上；成都高
新区的中国·欧洲中心、天府软件
园等地标性建筑闪现；掏耳朵、川
剧变脸等具有四川特色的文化
元素为影片增加了生活气息。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实习生 刘珂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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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元素惊艳亮相引起热议

《美好生活》剧照

影片中出现的水陆两栖飞机AG600

2018武侯祠成都大庙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