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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号：miumiu19890815
QQ号：2413397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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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托老
●园缘为满足机构养老需求，我
院新增200个床位，84713992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2888★85147988

声明·公告
●成都市世外桃缘酒店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税号：91510106�
350522343T） 发票领购簿遗失，
特此声明作废。

●四川百事佳国际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印章内容原名：四
川百事佳 房地 有
限公司中外合 、SINO-FORE
IGH� JOINT� VENTURE公章）
印章销毁证遗失， 特此声明作
废。（备注： 原印章已于2007年
销毁。原印章上的FOREIGH实
为FOREIGN）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正兴镇俏
丽人化妆品店营业执照副本 (��
注册号510122600123069)遗失，
声明作废。

●彭科翔二代身份证 （编号：
510121199908220053）于2018年
7月24日不慎遗失作废。
●杭州正博建设项目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遗失公章
（5101069939738）、财务专用
章（5101069939739）、黄益明
法人章（5101069939741） 、
发票章（5101069939740）
各壹枚；遗失开户许可证壹本
开户行： 建设银行抚琴西路
支行（证号J6510090720101），
声明作废。

●青白江天酒王酒业经营部（税
号：510113L35718461）手工版发
票 两 本 ( 起 止 号 ： 百 元 版
08301901-08301925； 千 元 版
03438651-03438675)遗失作废。
●成都嘉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在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邑邑城支行的开户许可
证 （核准号：J6510073988001账
号：022516000120010005341）遗
失，声明作废。

曾首演失传百年经典曲目

著名青年小提琴家欧阳东方：

让古典音乐活起来

曾多次和歌剧之神三大男高音多明戈合作，
并在美国顶尖歌剧团“洛杉矶歌剧团”担任小提琴
手的欧阳东方，最近畅谈他对古典音乐的全新诠
释，他说，自己虽然是学古典音乐出身，但很希望
让古典音乐“活”起来，例如他自己演奏时就会加
入自己谱曲的华彩片段，赋予古典音乐全新的生
命力，让观众在听经典乐曲的同时不失去新鲜感。

{

欧阳东方出生于北京，从四岁
开始接触古典音乐，之后到俄罗斯，
美国等国家求学，至今已在古典音
乐的世界中畅游二十多年，他畅谈
对自己影响深远的莫扎特和巴赫的
音乐，同时也解开了一些音乐爱好
者心里的疑问。

欧阳东方说，莫扎特和巴赫的
音乐通常都会让人联想到典雅、高
贵和神圣这样的形容词，因此音乐
家演奏起来总会特别注意表露感情

的尺度，却往往会忽略了作曲家的
感情。他说，“通常大家都认为巴赫
的小提琴音乐是为了教堂而创作，
而且在乐谱上没有过多的表情标记
和强弱记号，所以演奏起来要避免
带入很多情绪，但巴赫在写作时没
有过多注释记号其实另有原因。”

欧阳东方解释说，在巴赫生活
的十八世纪，那时候小提琴用的琴
弦是羊肠线，发出的声音比现在现
在的钢弦细小很多，琴弓的样式也
和现在大不相同，无法像当代小提
琴这样，发出那么洪亮的声音。“就
拿音乐爱好者熟悉的恰空舞曲举
例，巴赫不做过多的情感标记，更
多的是受到当时乐器的局限性，而
不是因为他心中的音乐情感平淡、
没血没肉。他唯一可用的方法就是
通过和声的色彩变化来实现感情的
松紧。”

“莫扎特更是如此，”欧阳东方
说，“想必看过Amadeus电影的人都
还记得，他虽然为宫廷作曲，可是他
是一个极其风趣、情感丰富的顽童，
他的音乐里充满了诙谐和激情。如
果把莫扎特演奏的乐曲，只解读为
高雅，那我们可能完全误解了作曲
家的本意。莫扎特的音乐要表达的，
是一个生灵活现情感极其丰富的人
的故事。”

欧阳东方表示，比起十八世纪
的乐器，当代小提琴拥有更强的表
现力，他认为作为当代演奏家，更应
该利用这个优势，来表现作曲家心
里喜怒哀乐，从而更直接的与观众
进行交流，让观众也触摸到乐曲本
身的情感，而不是像欣赏一件工艺
品那样，让观众有距离感的欣赏。

例如欧阳东方在演奏巴赫作品
时，会更多地运用表现力和张力，通

过揉弦和弓法等
当 代 的 演 奏 技
巧，放大作曲家
的情感。他说，

“在莫扎特协奏
曲中，我加入了
自己谱曲的华彩
片段，让观众在
听经典乐曲的同
时 不 失 去 新 鲜
感，给观众展现
最栩栩如生的乐
曲。”

值得一提的
是，2014年，欧阳
东方在美国协同

美国交响乐团和著名指挥家、教育
家Leon Botstein，首演了芬兰作曲
家Erkki Melartin的小提琴协奏曲，
令这首失传近百年的曲目重新走上
了舞台，在美国音乐界引起强烈反
响。在这次成功的演出的背后，还有
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这部经典的
小提琴协奏曲，在市面上没有任何
出版版本，欧阳东方在Leon Bot-
stein的大力协助下，直接联系到芬
兰的西贝柳斯音乐学院，才得到了
这部作品的原稿。在多方资源的协
助下，欧阳东方才有机会成功把这
部少见的作品带给美国观众，让美
国观众有机会聆听到这一罕见的

“宝藏”，这也成为欧阳东方将欧洲
文化传播给中美观众的一次成功经
历。

对欧阳东方来说，演绎一首
精彩的曲目，除了完美的演奏技
巧，还需要对曲目深刻的理解和
饱满的表现力，如何在经典曲目
里加入自己的特色，让观众对演
出“过耳不忘”，是演奏家需要毕
生追求的目标。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莫扎特和巴赫的音乐
对他影响深远

让观众对演出“过耳不忘”
是他毕生追求的目标

VR动画《烈山氏》入围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

这两个成都小伙
把神农变“酷”了

《平潭映象》的女主角为什么不选小彩旗？

杨丽萍：她不适合跳这个舞

两个成都两个成都““8080后后””导演米粒导演米粒、、王铮王铮，，和他们的团队和他们的团队Pinta StudiosPinta Studios
带着新作品带着新作品《《烈山氏烈山氏》》入围了第入围了第7575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VRVR竞赛单竞赛单
元元，，著名导演王家卫监制的著名导演王家卫监制的《《撞死了一只羊撞死了一只羊》，》，此次也入围威尼斯此次也入围威尼斯
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昨日昨日，，成都商报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成都商报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烈烈
山氏山氏》》的导演米粒和王铮的导演米粒和王铮，，谈到未来谈到未来，，米粒和王铮都表示成都是很米粒和王铮都表示成都是很
有潜力的有潜力的““人才库人才库”，”，他们期待有朝一日回到成都发展他们期待有朝一日回到成都发展。。

去年9月，米粒和王铮的VR动
画作品《拾梦老人》就入围了第74
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VR竞赛单
元，回国后，米粒、王铮开始和团队
一起商讨《拾梦老人》之后的作品，
米粒大学期间的一个构想最终被
采纳。故事的主角烈山氏就是尝百
草的神农，影片中出现的植物“莨
菪”和神兽都来自中国的神话故
事。《神农百草经》里记载的莨菪

“多食令人狂走”，这一特性成了
《烈山氏》故事发展的关键。

除了讲好一个故事，米粒和王
铮认为VR电影的观众更愿意“得
到一些不同的东西”。虚拟现实
（virtual reality）本身就是视听体验
的重大飞跃，VR动画电影可以带
来视听体验的全面升级，让观影过
程更加真实和奇妙，“没见过的设
计”和“不一样的体验”才是米粒和
王铮想呈现给观众的。

“我想做一个关于梦想的故
事。”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是他们想
呈现的奇幻体验的巨大宝藏，神农
氏尝百草的神话故事蕴含很大的
想象空间：“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不
能是一个酷酷的角色？”

从“烈山氏”这个名字开始，米
粒和王铮就想把这个故事打造成
一个充满幻想的梦境，唤起更多年
轻观众的共鸣。

VR动画和传统电影主要区别
只是在“非常后期的环节”，米粒笑
称VR动画电影没有外界想象得那
么玄乎。VR动画电影的一个优势
是交互性，观众可以和影片中的人
物互动，甚至改变剧情的走向。“这
一次，我们让烈山氏走到观众面
前，用鼻子嗅了嗅观众。”米粒和王
铮想借这个视觉错位观察观众的
反应，他们透露下一个项目会加入
真正的和观众互动的剧情。

2015年，米粒担任编剧的三维动画
冒险片《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斩获了9.56
亿票房和金鸡奖、华表奖在内的多项大
奖，“我们觉得还行，观众也买账了。”米
粒直言“几乎不存在叫好不叫座的动画
电影”，观众不喜欢的作品一定有很大的
问题，“不希望（动画电影行业）是一个看
起来很友善的行业，外界对我们有很多
误解，我希望做出好的作品，争一口气。”

以VR影视作品为例，从内容格
式上VR可以分为全景视频式体验
和全实时渲染体验，后者支持空间
位移和交互的实时体验。全景视频
需要的制作、播放设备相对易得，

“量大了，就一定有质的问题”，任何
粗制滥造的作品都会加深外界对行
业的误解，“造成很大的伤害”。

米粒和王铮都坦言，威尼斯电影
节是很重要的认可，但他们最看重的
不是得奖。米粒和王铮利用每一次的
作品来磨合团队，锻炼能力，“完全谈
不上盈利”，唯一的期待就是更多观
众可以注意到他们的作品。

“只有专业的设备才能带来最极
致的体验。”王铮透露团队已经和顶级
VR影视推广商展开合作，国内观众将
有更多的渠道可以欣赏到这些在国际
电影节为中国赢得荣誉的作品。

Pinta Studios团队四个合伙人中
三个都是成都人，他们都关注到了
近年来高速发展的成都，也不止一
次萌生了回成都发展的想法。

“动画电影是一个很复杂的产
业，每个环节都不能弱。”王铮举了
个例子，有的公司有好故事和好创
意，却没有足够优秀的技术团队实
现，有的公司则面临相反的困境。

在美国就读研究生和工作过的
王铮对国内外动画电影的人才储备
差距感触颇深。王铮从美国权威设计
学院艺术中心设计学院（ACCD）毕

业后先到主题公园设计的公司就业，
回国后“阴差阳错”选择了动画电影。
米粒说国内很多从业者同样是“被动”
选择了这个行业，“你能看到来自建
筑、金融、计算机等不同专业的人在做
流程总监、制片人、编剧。”人才问题是
中国动画电影发展的“老生常谈”。

“川大和电子科技大学的相关专
业都很不错。”米粒和王铮表示成都也
是很有潜力的“人才库”，“人才问题是
动画电影行业不能回避的掣肘。”他们
期待有朝一日回到成都发展。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实习生 张睿

“不一样”的神农氏尝百草

谈
行业 没有叫好不叫座的动画电影

谈
灵感

谈
未来 成都是很有潜力的“人才库”

取材于“海”怒放于“魂”
打造新的“东方美学”

《平潭映象》取材于“海”，深耕于
“岚”，怒放于“魂”。剧目由一条隐性
的故事线串联，深度融合海上丝绸之
路、海洋海防、台海两岸等文化，以舞
蹈为主要形式贯穿全场，汇聚穿插了
鼓乐、南岛语族文化、闽腔、地方古
乐、舞龙舞狮等福建地域特色民俗元
素，结合高科技的舞台表现手法，打
造一场高水准的文化艺术视觉盛宴。

对于剧中备受关注的“多面人”
的形象，杨丽萍说创意源自传统文
化，这种极致的舞台创意也体现在对
当地布袋戏、木偶的演绎，剧中使用

了真人去表现提线木偶和布袋戏，独
具匠心地营造了新的“东方美学”。

杨丽萍也在关注近年国内舞台
剧和舞蹈表演的发展，“有些地方处
理得太写实了。”杨丽萍认为舞蹈应
该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媒介载体，

“海洋本身就是非常梦幻。”这一次，
利用“海洋”的主题，杨丽萍和团队用
自己的方式对业界“过于写实”的趋
势做出了回应。

不可能和小彩旗有误会
“她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

一岁多学舞蹈，四岁登台，在
2014年马年春晚的舞台上一“转”成
名。作为杨丽萍的侄女，小彩旗也是

被大众所关注的对象。而最近一段日
子里，关于小彩旗更多的是一些负面
消息，甚至还有媒体传出她被杨丽萍
逐出师门。对此，杨丽萍有些无奈，

“有名了，肯定有负面嘛。我跟彩旗怎
么可能有误会？她就是个孩子，是我
看着长大的孩子。”

至于《平潭映象》中的女主角为什
么不选择小彩旗，而是相对陌生的水
月？杨丽萍也有自己的道理，“彩旗不
适合跳这个舞，如果是她来跳，这个舞
剧的编排肯定是另外一个编法。”在杨
丽萍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

“为什么彩旗跳时间轴那么好？因为她
跳那个旋转是无可替代的，旋转本身
也是肢体语言，做到极致就是艺术。不
能演的角色她（彩旗）来演就不合适。”

当然，还有个原因就是小彩旗去
英国留学深造，学戏剧，学表演。“她很
喜欢表演，喜欢影视，16岁演了田沁鑫
导演的《山楂树之恋》，平心而论，有的
演员可能一辈子也上不了田沁鑫的
戏，这也是彩旗的福分。”

对于杨丽萍而言来说，小彩旗跳
不跳孔雀舞都不重要，她的特质已相
当明显地体现出来了。“年轻人有自己
的想法，我们要学会尊重她们。学戏剧
是好事啊，她也很喜欢，就去发展。人
各有志，我为她高兴都来不及。”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张睿 摄影记者 王效

9月 14日——16日，杨
丽萍将自己的个人首部海洋题
材多媒体舞台剧《平潭映象》来
到成都，在锦城艺术宫连演三
场。只不过，这一次杨丽萍不跳
舞，担任总导演。昨日下午，杨
丽萍带着该剧的女主角水月来
到方所成都店，与媒体以及众多
舞剧爱好者见面。在接受成都商
报记者采访时，杨丽萍回应了之
前网上关于小彩旗的一些负面
消息，“我跟彩旗怎么可能有误
会？她就是个孩子，是我看着长
大的孩子。” 见面会上舞迷送给杨丽萍一幅画

26日，杨丽萍作品《平潭映
象》在成都举行见面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