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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08

A4五星皇家游轮：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磁器口、长寿古镇、
张飞庙、白帝城、夔门、瞿塘峡、神女天路/小三峡、巫峡、神女
峰、神农溪、西陵峡、三峡大坝、屈原故里、武汉黄鹤楼 高铁
去飞回5日 11月2日 17日 2690元/人

周
日
休
息

宇宙旅行社
许可证号：L-BJ01174-FS-001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二段168号万达甲级写字楼B座304室
公交人民北路二段站16/57/52/73/15/27/34
电话：028-83326628� � 19102693132

北京市宇宙旅行
社成都分公司 广告

（扫二维码查看更多线路）

(公寓住宿+三餐+免费接送机+各种老年活动,
有电梯，离海边走路8-10分钟,不含大交通)�

� 10天1200元/人 15天1700元 /人
30天3200元/人 2个月以上3000元/月/人

三亚湾养生度假公寓双人间

Z1广东精华:韶关.丹霞山..越秀公园.海心沙亚运公园.黄埔
军校.肇庆.七星岩.鼎湖山.自力村碉楼群.铭石楼.珠海.澳门
环岛游.圆明新园.深圳.莲花山.红树林森林.博览园.大梅沙
海滨 陈家祠 荔枝湾涌 双卧9日 10月28日 11月17日

70岁以上3190元 60-69岁3490元

天安门广场 故宫 毛主席纪念堂 国家博物馆 奥林匹克公
园 升旗仪式 杜莎夫人蜡像馆 前门大街 什刹海 八达岭
长城 天坛 颐和园 圆明园 鸟巢 水立方 天津古文化街
周邓纪念馆 10月20日 28日 双卧8日2190元

卧去飞回7日2790元 双飞6日3290元

玩转北京+天津
（特色餐：柴鸡宴 全聚德烤鸭 东来顺、宫廷小吃等）

(宾馆住宿+三餐+免费接送机+赠送三个一日游,
不含大交通)

10天1500元/人 15天1950元/人
30天3000元/人

西双版纳康养旅居

Z2广西全景：桂林、漓江风光、阳朔西街、象鼻山、刘三姐大
观园、银子岩、少数民族村寨+寿乡巴马、百鸟岩、田州古城、
母鸡山、 德天跨国大瀑布、北海银滩、冠头岭、贝雕博物馆
高铁去卧铺回8日 10月30日 11月19日 2990元

Z4广西全景：南宁 寿乡巴马、百鸟岩、田州古城、母鸡山、
德天跨国大瀑布、北海银滩、冠头岭、贝雕博物馆 高铁去卧
铺回6日 11月1日 21日 2490元

Z3:福建全景：永定高北土楼、承启楼、侨福楼、厦门鼓浪屿、
南普陀寺、曾厝垵、胡里山炮台、莆田湄洲岛、福州、三坊七
巷、武夷山、天游峰、虎啸岩、大红袍景区 飞去高铁回7日

10月26日 11月13日 3990-4290元

K6腾冲: 昆明 芒市 勐巴娜西珍奇园 瑞丽 中缅国门 姐
告 一寨两国 龙江特大桥 热海公园 和顺侨乡 国殇墓园
杜鹃王古木博览园 楚雄 彝人古镇 高铁往返8日 (赠送温
泉泡澡和过桥米线)� � � 2290元 双飞7日 2690元

K7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 洱海公园 大理花卉园·天空
之境 虎跳峡 东巴秘境 束河古镇 丽江古城 大理古城洋
人街 世博园 石林杏林大观园 野象谷风景区 原始森林 花
卉园 大佛寺 高铁往返10日 2390元 双飞10日2990元

不要低估观众的审美

不久前，麦灵在网上看到一位网友的留
言：宫廷剧、玄幻剧、甜宠剧看多了，渴望看到
一部真正热血、落地、有深度的硬核军旅戏，

《空降利刃》做到了。
“惟有真诚的创作方能打动观众，千万别

把观众当傻子。”这是麦灵对于《空降利刃》取
得好成绩时的第一个感觉。为了在创作中更扎
实，麦灵数次到部队体验生活，走访。在一次次
的采访中，麦灵找到了自己剧本中张启、潘野、
张富贵等人的原型，并加以润色，使得人物更
为丰满。此外，因为出品方中有中国人民解放
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宣传文化中心，《空降利刃》
有了更专业的军事顾问。

麦灵回忆，他们会对剧本进行逐字逐句地
调整——这一个技术动作不过关，这一处的作
战战术应该调整……麦灵则是一边听一边用
笔记本电脑修改剧本，直到达到要求，“现在的

观众很挑剔也很懂，千万不要轻视观众
的审美与智商”。

9年媒体从业经验

作为一名有9年媒体从业经验的资
深记者，麦灵始终认为，着重表现当下
社会、表达生活的现实主义题材是国内
影视市场的发展方向。也正是在这种理
念的驱动下，作为一名女性，麦灵鼓起
勇气成为了《空降利刃》这样军旅题材
作品的编剧。事实上，让麦灵担任这部
电视剧的编剧，总制片人吴晓梅起初也
疑问。最终，麦灵以她的灵动、韧性以及
作品中的大气经受住了考验。

剧本刚一完成，就拿到了爱奇艺
A+的评分，并表示若有足够份量的主
演加盟，可升为最高档级S级。正是这样
优秀的剧本，吸引到贾乃亮、邢佳栋等
优秀演员的进入，也才有了如今这部

《空降利刃》。吴晓梅曾在接受采访时回
忆，麦灵从不熬夜，每天跑步练拳，与其
说是个编剧，不如说是个运动员。她成
天嘻嘻哈哈，看似不靠谱，其实非常坚
韧，有一集重写了二十几遍，而且写出
来的东西就是深刻、感人。吴晓梅把麦
灵的这种特质称为“天才”。

但在麦灵自己看来，这是长达9年
的媒体生涯带给她的，“那9年看尽人生
百态，你不得不看到娱乐大众背后也会
有深刻的东西”。

新作聚焦知识分子

如今，《空降利刃》已经成功收官，
麦灵也比过去更加忙碌。麦灵数年前创
作的作品《2032》以数百万高价卖出了
影视版权。另一部以印度神话为背景的
架空战争小说也已与北京一家影视公
司签订了合作协议。此外，麦灵主笔的
24集律政剧《不知东方既白》也即将在
搜狐视频播出。

麦灵透露，自己即将与吴晓梅再次
合作，写一部反映1931至1949年间的电
视剧，在国难当头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
的命运抉择，名字暂定《凭栏一片风云
起》。为了展现中国现代史以及教育史上
这浓墨重彩的一笔，麦灵已经花了大半
年的时间泡在故纸堆里，从浩如烟海的
历史旧迹中寻找她的主人公以及他们的
故事。据悉，为了更好潜心创作，麦灵推
掉了其他作品的邀约，专心写剧本。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作为与戏剧梅花奖、电视
金鹰奖、电影金鸡奖等并列的
国家级艺术大奖，中国音乐金
钟奖今年来到了正在建设“国
际音乐之都”的成都。正如中国
音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韩新安所言，“为努力承办好本
届金钟奖，确保各项赛事、活动
高规格、高质量地顺利进行，成
都方面高度重视，展现出成都
在繁荣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中
的使命担当，体现了成都建设
国际音乐之都的强劲实力。”

“放歌十月·盛世金钟”是
本届金钟奖的主题，而它所带
给大家的首次震撼，便是10 月
19 日晚举行的开幕音乐会。这
场音乐会由著名歌唱家郁钧
剑担任总导演，宋飞、余隆、张

国勇、廖昌永、谭利华、阎维
文、雷佳、殷秀梅、张也、吕继
宏、朱其元、吕思清、杨洋、郑
洁、王传越、王泽南、吴娜、龚
爽、王喆、曲丹、谭学胜、吕宏
伟、黄训国、于海洋、郝亮亮等
名家新秀同台献艺，不仅为成
都市民带来一场高品质的音
乐会，更是为“金钟奖”增光添
彩，上演开门红。届时，这些知
名艺术家将为大家献上《母
亲》《看山看水看中国》《我的
爱将与你相伴终生》《快给大
忙人让路》《沁园春·雪》《梁山
伯与祝英台》《二泉映月》《红
旗颂》等经典曲目。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东道
主的成都，也是展示了音乐川
军的力量。除了之前所提及的

著名歌唱艺术家、上海音乐学
院院长廖昌永之外，还有四川
音乐学院交响乐团艺术总监与
首席指挥朱其元，曾获中国音
乐金钟奖的男高音歌唱家谭学
胜等。在演奏乐团方面，四川音
乐学院交响乐团、成都乐团将
与杭州爱乐乐团组成超过 200
人的交响乐团阵容，而成都大
学生合唱团、四川音乐学院合
唱团、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合唱团共计 200 余人也将亮相
金钟奖开幕音乐会的舞台。开
幕音乐会阵容之强、品质之高、
规模之大，可见一斑。开幕音乐
会门票已于 10 月 14 日（周一）
在大麦网、猫眼 app 开售，门票
定价优惠，市民朋友们可购票
观看演出。

据主办方介绍，第十二届
中国音乐金钟奖设表演奖四
项：声乐（民族、美声）、器乐（小
提琴、二胡），共计42场高水准
的音乐比赛。除此之外，在成都
天府云端音乐厅还将举行5场

“放歌十月·盛世金钟”专场音
乐会，杭州爱乐乐团、贵阳交响

乐团、四川音乐学院交响乐团、
成都乐团以及往届金钟奖获奖
选手代表将联袂演出。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日，金钟纪念广场建成，置于成
都露天音乐公园广场内，将见证
金钟奖与天府文化有机交融，趁
势打开新境界、开创新格局，对

于成都音乐产业发展和国际音
乐之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不仅
如此，在本届金钟奖举行期间，
还有“金钟心连心”走进基层慰
问演出、“金钟”对话成都音乐产
业、“走进艺术”金钟大师课、行
进中的“金钟”——大型城市行
进管乐演出等配套活动。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独特滋
养和灵魂，而中国音乐金钟奖
作为中国音乐界最具权威性、
导向性的国家级专业大奖连续
三届在成都举行，在第十二届
中国音乐金钟奖组委会委员、
四川省文联副主席、省音协主
席、著名作曲家林戈尔看来，这
不仅对成都打造“国际音乐之
都”有重大助推作用，更是能带
动四川音乐产业迈向更高的台
阶。“有金钟奖这样著名的赛
事，有歌剧《图兰朵》这样著名
的演出，还有著名的艺术家、出
版社、教育平台、音乐产业团
队，成都打造‘国际音乐之都’，
不就天时地利人和了吗？”林戈
尔直言道，“上百位著名音乐
家、教育家到成都，超过两百名

参赛选手、全国好几千人来观
摩。我们在成都能和他们直接
交流，这是何等珍贵。”

“金钟奖正式落地成都，我
感到十分高兴。这是成都文化大
事件，值得庆贺。同时，也鼓励我
更加努力地为人民唱歌，为祖国
歌唱。”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声
乐金奖获得者、著名川籍歌唱家
霍勇感慨道。作为土生土长的成
都人，霍勇对于这次金钟奖能够
落户家乡，更是特别兴奋。“希望
金钟奖越来越好，我作为一个成
都人，家乡能够迎来这么高水平
的音乐赛事，既高兴又骄傲。这
对于正在建设‘国际音乐之都’
的成都而言，绝对是强有力的助
推剂。”同时，霍勇希望家乡选手
比赛时千万不要太紧张，把平常

水平发挥出来就可以了。“年轻
选手的水平都很不错，希望他们
能够借这次金钟奖在成都举行
的东风，好好在舞台上展示最优
秀的一面。”

“能够吸引全国各地的音
乐人才来成都参赛，对于我们
成都市音乐家协会而言，自然
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做好
基础承办工作，做好后勤保障
工作，展示我们四川音乐人的
面貌。更重要的是，通过大赛的
机会，与音乐大师、中国音协专
家建立良好联系，打通渠道，为
今后推出更多成都本土优秀的
音乐人才做好准备。”首届中国
音乐金钟奖的获得者、成都市
音乐家协会主席马薇告诉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顶尖艺术家云集音乐会 成都奏响华丽乐章

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启幕

放歌
十月

廖昌永廖昌永、、阎维文阎维文、、雷佳雷佳、、殷秀梅殷秀梅、、张也张也、、吕继宏等著名歌唱家吕继宏等著名歌唱家，，余隆余隆、、谭利华谭利华、、朱其元等著名指挥家朱其元等著名指挥家，，还有宋飞还有宋飞、、吕思吕思
清等著名演奏家清等著名演奏家，，加上总导演郁钧剑加上总导演郁钧剑、、主持人杨澜主持人杨澜，，如此豪华的阵容如此豪华的阵容，，将聚集在一台音乐会上将聚集在一台音乐会上！！1010月月1919日晚日晚88：：0000，，在在
五粮液成都金融城演艺中心五粮液成都金融城演艺中心，“，“放歌十月放歌十月··盛世金钟盛世金钟””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开幕音乐会将盛大上演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开幕音乐会将盛大上演，，上述各位知上述各位知
名艺术家将逐一登场名艺术家将逐一登场，，为这场音乐界的盛事助威为这场音乐界的盛事助威，，为成都建设为成都建设““国际音乐之都国际音乐之都””高歌高歌。。

同时同时，，作为中国音乐界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大奖作为中国音乐界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大奖，，首次在成都举行的中国音乐金钟奖首次在成都举行的中国音乐金钟奖，，将在将在1010月月2020日正式开始日正式开始
高水平的比赛高水平的比赛。。成都商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了解到红星新闻了解到，，由中国文联由中国文联、、中国音协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国音协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共计共计4242场高水场高水
准的音乐比赛准的音乐比赛，，55场高质量的专场音乐会场高质量的专场音乐会，，以及一系列主题展演以及一系列主题展演、、城市音乐快闪城市音乐快闪、、行业研讨行业研讨、、产业互动等配套活动产业互动等配套活动。。届届
时时，，一场场竞争激烈的选拔比赛将充分展示金钟赛事的权威性和专业性一场场竞争激烈的选拔比赛将充分展示金钟赛事的权威性和专业性，，一台台演出活动将集中展现新时代中国音一台台演出活动将集中展现新时代中国音
乐界的蓬勃气象乐界的蓬勃气象。。让我们一同翘首期盼金钟奖在成都奏响的华丽乐章让我们一同翘首期盼金钟奖在成都奏响的华丽乐章！！

1 放歌十月 金钟奖开幕音乐会上群星璀璨

2 盛世金钟 42场高水准音乐比赛成都举行

3 川籍艺术家热议“中国音乐金钟奖”

《空降利刃》收官 第一编剧麦灵：
观众渴望硬核有深度的作品

首播收视破1，平均收视1.408。由张蠡执导，麦灵担任编剧，
贾乃亮、邢佳栋等主演的50集军旅大剧《空降利刃》于10月12日
在江苏卫视收官。自9月15日首播后，《空降利刃》多次成为黄金档
收视第一的电视剧，也成为不少观众眼中继《我的团长我的团》
《士兵突击》后又一部热血军旅剧。

对于《空降利刃》取得亮眼的成绩，第一编剧麦灵表示，在创
作时，自己多次到部队采访，体验生活，并找到了多位剧本中的原
型人物，加上军事顾问的指导，才让作品取得满意的成绩，“惟有
真诚的创作方能打动观众，千万别把观众当傻子”。

斥巨资“大变活人”终于等来李安新作！

“两个”威尔·史密斯
出演《双子杀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10月 14日晚，电影
《双子杀手》在上海举办
中国新闻发布会，电影
导演李安、制片人杰瑞·
布鲁克海默、主演威尔·
史密斯悉数亮相。当天，
最重磅的嘉宾莫过于23
岁的威尔·史密斯 Ju-
nior，这个全数字化的角
色，是李安 100%用特
效创造而成，其甚至称
得上“好莱坞身价最贵
的男演员”。

在大银幕上变一个现实生
活中存在的大活人来，是业界
都不想碰的难度。李安也承认，

“这是特效里最难的一道难关，
这次花钱、花功夫、花心思。”更
爆料Junior非常贵，比威尔·史
密斯还要贵个两三倍，称得上是

“好莱坞身价最贵男演员”了。
发布会现场，李安透露，从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用特效
做了老虎之后，就萌生了创造

“人”的想法。而为了让数字化
人物 Junior 看起来更真实，李
安不仅把威尔年轻时的影像都
看了一遍，更把威尔的脸放大

6000倍仔细研究，每一个细节
都熟记于心，这也让李安自信
地表示，“对他的脸，我比他妈
妈还要了解。”

制作过程很难，而威尔演
得也不容易。据悉，Junior是基
于动作捕捉技术再来制作的，
这就需要威尔从头到尾演一遍
Junior。李安导演也忍不住感慨
角色演绎的难度，“不是通过你
讲的话，而是通过眼神，把成熟
感剔除掉，留下纯真感。”一边
说一边请威尔现场示范。而威
尔形象生动的表演，让大家忍
俊不禁，现场气氛十分欢乐。

早在 2013 年，威尔·史密
斯就隔空喊话李安要求合作，
多年追星梦终于成真。

这次两人究竟是如何合
作起来的呢？现场，威尔·史密
斯透露李安导演一个电话就
搞定了他，“李安打给我，电话
里我还没听要演什么，就说了
Yes，Yes！”

一旁的李安也表示两人之
间的化学反应非常好，直言“他
不仅是一个出色的演员，更是
一个大明星，愿意这样无条件
地投入进来，让我非常感动。”

《双子杀手》可以说是威
尔·史密斯从影以来最有挑战
的一次表演，他要同时演两个
不同年龄的自己，一个是成熟
稳重的中年男人，一个是青涩
的毛头小子。威尔表示，这次最
难的就是要演出两个人不同的
眼神，“经历不同的人，眼神是不
同的，要如何用眼神传递出懵懵
懂懂的状态，这个最难把握。”

据悉，电影《双子杀手》将
于10月18日全国上映。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张世豪 摄影 胡琴

创造数字化人物Junior
李安将威尔的脸放大6000倍来研究

最有挑战的一次表演
“最难把握的是要演出两个人的眼神”

阎维文 张也 宋飞 余隆

◀活动现场

《空降利刃》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