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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广告代理事宜。欢迎客户在ＱＱ上留言咨询
广
告

养老托老
●失能老人病人医养护84386875

声明·公告

●四川省专用通信局6份《四川
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票据（号段为106237237—1062
37242）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发现，《新石头记》的两处演出场
地都很小，不到200人，票价110元，一场满打满算也不到2万的
收入。这能够养活李辉和他的兔将军音乐剧团吗？李辉没有透
露具体的投资金额，但他表示，“这部戏是我自己出钱投资的，
我希望能做下去，直到坚持不下去的那一天。”

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李辉所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控制成
本。在接受采访时，和李辉一起来的还有他的两名助手。“她们
都是义务加入剧组的，为了这部剧他甚至还叫上自己的好朋
友、亲戚一起来帮忙。”李辉说。不光是剧组成员，甚至四位演
员，都没有收一分酬劳。“演员没有钱，都没有，都没有！”每位演
员的酬劳，李辉都记在小本子上，等赚了钱要还给他们。“虽然
是义务演出，但是我们仍然要打考勤，我不想欠他们一分一毫，
他们付出了太多。”即便如此，剧组所有成员没有一个牢骚或抱
怨。“大家都投入到这部戏中，想要把最好的效果呈现给大家，
没有人去计较片酬。虽然累一点辛苦一些，但收获的价值却是
金钱换不来的。”小八告诉记者。

他们把NUSPACE借给的会议室作为排练场，演员们每天
都要保持六个小时的排练，对戏四个小时，体能训练两个小时。

“小八是你们成都妹子，她对梦想的热爱是不计回报的，这种态
度本身就很感染我。更重要的是，她身边还有不少和她一样的
（音乐剧）狂热爱好分子，‘幺倌儿’的另外一位扮演者项莉，就
是小八推荐给我的。”起初，李辉盘算着演出的头一个月都是亏
本。“我根本没有打算回收，只是希望能把演员的酬劳支付了。”
让人意外的是，第一场就火了。直到现在演出了 7 场，场场爆
满。“除了能够在成都驻场演出，我还有个野心，希望能把咱们
四川地域特色的音乐剧带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

梦想纵然可贵，未来虽然可
期，可现在李辉和他的兔将军音
乐剧团首先要做的是，要在成都
这片沃土上继续生存下去。否
则，梦想照旧会被现实击碎。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任宏伟 实习生 易沁圆

昨天凌晨的世青赛决赛，韩国
1比3不敌乌克兰，无缘冠军。就在
韩国丢冠 2 小时前，日本队也在土
伦杯决赛中输球。对于亚洲足球来
说，这是悲剧日。但是能在世界层面
冲到最后的决赛，已经值得骄傲。

值得一提的是，韩日在本届
U20 世界杯淘汰赛还曾上演直接
对话，最终未能派出此年龄段全部
主力的日本不敌韩国，止步淘汰赛
首轮。韩国 18 岁的小将李康仁获
得本届赛事金球奖，上一次以 18
岁年龄获得该奖项的还要追溯到
梅西。他在本届比赛中最令人印象
深刻的就是在半决赛面对厄瓜多
尔时，通过快发任意球送出助攻，
助韩国队 1 比 0 击败对手晋级决
赛。而这一次决赛，李康仁开场后
不久的点球破门让韩国人看到了
夺冠的希望，可惜后来被乌克兰队
三球逆转。

《FC小射手》发现了他

不为人知的是，李康仁最初被
发现，是因为一档综艺节目。2002
年韩日世界杯之后，韩国人对足球
开始陷入狂热。2005年韩国KBS电
视台邀请著名歌手金钟国担任领
队、制作了一档小孩子踢足球的综
艺节目《FC小射手》。金钟国就是在
中国非常火的“跑男”韩国原版固定
主持人之一，人气非常高。

节目走的是娱乐化综艺的路
线，金钟国做领队，选 7、8 个完全
没有足球基础但长相可爱的小朋
友组成 FC 小射手，一起训练、比
赛。以“全国最强”为目标，这些孩
子们开始了他们的历程。第一场比
赛，FC 小射手对阵车范根足球学
校队输了个0比21。这群孩子们虽
然屡战屡败，但是一直不放弃，努
力学习足球的技巧和团队精神，直
到 5 个月后才迎来第一场胜利。这
个节目当时在韩国非常火爆，小球
员们拼搏不懈的精神感染了观众，
长期占据韩国全国收视率前 5 的
位置。

而李康仁就是 2007 年第三季
《FC小射手》的参赛选手。李康仁以
“素人球员”的身份出现在节目中，
当时他只有6岁，是场上队长，可是
却展现了出众的天赋。其中有一期，
李康仁在一场比赛打入 2 个球，都
是用左脚打进，一球是边线接球后
的直接射门，另一球是中场突破后
的抽射。带球时，他还用马赛回旋的
方式过人。

和武磊同期登陆西甲

参加完综艺不久后，被韩国K联
赛仁川联梯队选中签约，当时李康仁
还与偶像朴智星一起拍摄了商业广
告，可以说这位小天才在韩国已经是
无人不知。2011 年 1 月的一次活动
中，仁川联和瓦伦西亚梯队进行了一
场友谊赛，在教练和经纪公司的推荐
下，李康仁获得了瓦伦西亚的试训机
会。最终加盟了这支西甲劲旅的青训
学院。在韩国进入U20世界杯决赛
后，韩国KBS决定重播李康仁参与录
制的《FC小射手》第三季。

在瓦伦西亚的U12梯队，李康
仁凭借一记石破天惊的直接任意球
破门，帮助球队击败多特蒙德，进入
了久负盛名的青年锦标赛决赛，这
为他赢得广泛的国际关注埋下了伏
笔。拥有这样一位潜力球星使得瓦
伦西亚主席安尼尔·墨菲越来越兴
奋，他在2018年7月向李康仁提供
了一份职业合同，其中包括令人瞠
目结舌的8000万欧元违约金条款。

在德国转会市场网站的最新身
价榜上，李康仁已经与武磊一样并
列亚洲第6，达到1000万欧元。事实
上，他们登陆西甲赛场的时间也一
样，2019年1月28日28岁的武磊正
式加盟西甲西班牙人，1月31日瓦
伦西亚官方宣布李康仁升入一线
队。去年，西班牙足协曾想要归化李
康仁，不过被韩国小将拒绝，他只想
为韩国踢球。今年3月，李康仁也已
经首次入选韩国国家队名单，他在
世青赛的表现将会继续打开国家队
和俱乐部的跳级之路。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
敏娟 综合报道

一群一群““蓉漂蓉漂””打造的成都音乐剧打造的成都音乐剧《《新石头记新石头记》》走红蓉城走红蓉城

爱乐之城
来了一群
爱乐之人

夜色将至，不安分的因子推着这些热爱戏剧的人们四处寻
觅。毕竟，在不大不小的成都，找到一部好剧不容易。很多人都
把脚步停在东湖旁，孟京辉为这座城市定制的浸没式戏剧《成
都偷心》正在“偷走”他们的心。

在城市的另外一个角落，一出小而精致的音乐剧，正慢慢
收获大量的掌声。舞台上只有三名演员，却在现实与幻境中发
生了一系列冲突与矛盾。这台由兔将军音乐剧团打造的先锋音
乐剧叫《新石头记》，融合了Funk舞曲、川剧、豫剧、四川民歌、
新金属摇滚、说唱、电子等丰富的音乐风格。

“成都是一座‘音乐之城’，我们打造这出具有浓厚方言特
色的音乐剧，希望四川方言文化能够被全国乃至全世界所接受
并喜爱。”这是编剧李辉的梦想。

后来，李辉发现成都正在打造“音乐之都”，瞬间点燃了他
的梦想。“成都是一个爱乐之城，目前正在打造‘音乐之都’，这
给了音乐剧很大的发展空间。音乐剧！音乐剧！首先，它得是音
乐的剧，而音乐是成都的核心。而川人自古以来就有很强的向
外吸收性和接纳性，中国原创本土音乐剧在成都必将会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

自始至终，李辉想呈现一个最成都的音乐剧。所以，必须深
入采风，这个过程，他用了近两年的时间。“从主题立意、剧本结
构、情节内容、形式创意到音乐风格、主题变奏，我们一直坚持
独立创作去描述市井百姓，打造成都民俗民风名片。于是，我们
的剧作家扎根在成都，发掘民间传说；我们的音乐创作人在四
川采风，创作出有川味地域人情的主题音乐。”李辉始终认为，
要做属于当地本土的音乐剧，必须要深入了解。

正如李辉所强调的，音乐剧，它首先得是音乐的剧。所以，
这部剧的音乐，李辉和团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是中央音乐
学院毕业的，三宝是我师兄，汪峰是我师弟，他们的成功让我坚
定了音乐上的创作方向，使我在音乐剧上的优势能得到综合展
示。某些大师级别的导演来做音乐剧，他们对音乐是不懂的，而
我是连编带写，写曲是带着剧情去写的。整个音乐剧歌曲的曲
式结构、起承转合，它必然跟我的文字叙述、剧情冲突和角色塑
造是扣死的。”当然，李辉也需要专业人士帮他去丰富整个作
品。“张永庆先生是我的知音，也是我音乐剧的领路人。当下很
多音乐剧导演并不是很了解音乐剧的规律，错把它当做话剧，
加上舞蹈，就叫音乐剧。”

从5月下旬开始，每周六，在东郊记忆声音剧场，总会迸发
出雷鸣般的掌声。剧场不大，观众大约 200 人，演员也只有三
名，可是现场的氛围特别好。大量的互动，很多时候让大家分不
清谁是演员，谁是观众。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初的某日深夜，绰号白鹤仙人的江湖术
士高老头，受托监斩东校刑场的革命党犯人，按惯例于半夜三
更进入摘星楼，准备与卖水姑娘幺倌儿一起等待天亮后观看行
刑，不料偶遇误入此地的穿越者孙丁丁。三人在现实与幻境中
发生了一系列冲突与矛盾，短短几个时辰里竟闹到了相爱相杀
的境地。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现场发现，故事的结局则完
全交由观众决定。而作为音乐剧，剧中的音乐融合了 Funk 舞
曲、川剧、豫剧、四川民歌、新金属摇滚、说唱、电子等丰富的音
乐风格，甚至让现场一度成为大型蹦迪现场。

每场演出，编剧李辉都在现场，他也是全场欢呼最大声的
那一个。他是贵州人，导演张永庆是北京人，高老头的扮演者孙
小龙是山东人，孙丁丁的扮演者路畅是河南人，只有幺倌儿的
两位扮演者是四川妹子。一个几乎全是外地人组成的剧团，为
什么选择到成都做一台关于成都的音乐剧？“我是贵州人，很小
就来过成都，我对西南文化，尤其是盆地文化，是有很深程度认
知的。成都相对于其他城市而言，地域文化特征保留得很好
——不仅随处可以听见四川话，还保留了具有传统典型的茶馆
文化、街巷文化，有着别具风格的川蜀地域历史文化特征，这里
的百姓依然保留着浓厚的川蜀风情。”

编剧是贵州人，导演是北京人
演员来自山东、河南、四川

用两年时间深入采风
扎根在成都，发掘民间传说

融入四川民歌、川剧唱段
这样的结合“太酷了”

在《新石头记》的音乐中，会发现有很多四川的元素。比如
四川民歌《槐花几时有》，比如川剧唱段。李辉羡慕地说道：“成
都多好，你们守着硕大一个人文的盆地，不晓得如何好好去
用。”所以在剧中，他特意增加了很多四川元素。“像《槐花几时
有》，就是当时女演员唱给我听，我觉得很适合这出戏，就把它
加了进去。”而且，演员在用自己的方言表演时，他们的肢体有
更好的张力表现。“幺倌儿用四川话，孙丁丁用河南话，高老头
用山东话，他们的腔调、节奏，会和他们说普通话的时候截然不
同，这特别有意思。”

对此，幺倌儿的扮演者之一、成都妹子小八很有感触。一直
爱看戏的她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剧中戏曲元素在摇滚乐里的运
用，她表示这个结合“太酷了”。“其实我们中国的戏曲本来就很
酷，也很有态度，就像我们的川剧。我们可以把它合适地运用起
来，比如我们戏里边会有水袖、髯口、伞、木鱼等道具，在肢体表
现上也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作为成都妹子，她在角色身上感
受到了成都女孩身上特有伶俐俏皮、可爱乖巧和独立主见。“即
使在受到高老头压迫的情况下，她依然不失去本真，保持着一
颗渴望自由、追求自由、渴望自己为自己而活的愿望和决心。”
在小八看来，每个角色剖析之后都是一个完整的人物个性展
现，人物特征会通过不同的面被展示出来，作为演员的她也会
从自己的性格中去找到一些方面去贴近角色，以便更好地把人
物活灵活现地诠释出来。

剧组成员不收一分酬劳
“收获的价值是金钱换不来的”

创作

川味

热爱

揭秘世青赛金球奖得主——

18岁的“韩国梅西”
竟是综艺节目“出品”

6 月 16 日第 22 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第二天，《攀登者》《解放了》《八
子》等一大波主旋律影片亮相，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发现，国产主
旋律电影成为上影节的重头戏。但
主旋律影片如何拍得好看？尤其是
让年轻观众买账，很多观众表示担
心，对此，记者采访了导演以及业内
人士，看看他们怎么说？

徐克：《攀登者》的出现是国产
商业类型片的一种全新尝试

6月16日下午，电影《攀登者》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举办“登峰
时刻”发布会。发布会现场，影片出
品人任仲伦、监制徐克、编剧兼导演
李仁港、编剧阿来、主演吴京、章子
怡等出席。电影改编自真实历史事
件，讲述的是1960年中国登山队向
珠峰发起冲刺，完成了世界首次北
坡登顶这一不可能的任务。15 年
后，队员方五洲和曲松林在气象学
家徐缨的帮助下，带领年轻队员再
次挑战世界之巅。影片监制徐克表
示，《攀登者》的出现是国产商业类
型片的一种全新尝试，并坦言：“区
别于欧美、日韩等国家同类型题材
的大片，电影《攀登者》将通过中国
文化和精神的传承，着重体现影片
中的中国精神。”

6月16日，由韩三平任总策划、
李少红任总监制及总导演、常晓阳
任导演的电影《解放了》在上海电影
节举办新闻发布会。电影《解放了》
由钟汉良、周一围、郭麒麟等主演，
将观众唤回当时的历史年代，追念
先辈，铭记过往。该片是李少红导演

首次尝试挖掘关
于战争题材的新
视觉，她表示：

“这部电影能够
把我们的激情和
对国家的热爱融
在一起。我们拥
有一个颜值担当
的战争片阵容，

每个演员都给了我们很强的信心，
希望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创造奇
迹。”

李少红介绍，作为一名女导演，
自己对战争电影有不同的理解。《解
放了》并非以宏大叙事展现战争，而
是从年轻战士、战区孩童等普通人
的视角勾画出底层人民的生活，展
现在这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中充满人
间情义的故事，来向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献礼。

秦海璐导演处女作
《拂乡心》首场放映

6 月16 日，由秦海璐首度执导
并联合杨晓丽编剧，常枫、葛蕾、雷
恪生、梁丹妮、桑茗胜主演的电影

《拂乡心》，在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期间进行展映，并举办主创映后
见面会及新闻发布会。这也是作为
本届上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参展
影片的《拂乡心》首场公开放映。

在被问及缘何息影多年后，决
定出山为秦海璐导演担纲男一号，
96岁高龄的常枫幽默地透露合作趣
事：“我是1923年生人，生在东北哈
尔滨，我现在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新
时代里面混，觉得非常惭愧。这部戏
让我有机会认识秦海璐导演，我们
第一次见面后她跟我说：‘虽然这个
剧本还没有写好，但我早就预定了
你要演蒋生这个角色，我就看你顺
眼。’”谈到决定出演本片，常枫还不
忘打趣：“等我拿到这个剧本之后，
不仅这个剧本让我喜欢，我也喜欢
蒋生这个角色。我考虑再三，在无可
奈何的情形之下，勉强就接受了。”

展映当天的一大热点，便是常
枫宣布此番出演蒋生是自己的封箱
作品：“这是秦海璐导演的处女作，
也是我的封箱之作了。我一定要把
这个角色演好，尽我自己最大努力
去做。秦导演很高兴我们这次的合
作，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
世豪 上海报道

《攀登者》《解放了》亮相上海电影节

主旋律影片如何拍出新意？

李康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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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李辉编剧李辉

音乐剧《新石头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