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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文娱

三亚旭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贵司租赁我方位于海南三亚林场

小海棠湾海边防风林带、海边坡地总
计 448 亩，自 2009 年 5 月 25 日起一
直拖欠租金，因多次催要未果且无法
联系到贵司，特通知如下：

请贵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 日前到
三亚林场办理还款、解除合同等相关
事宜，逾期，我方将按《合同法》的有
关规定处理，后果自负。

特此通知
海南省三亚林场
2017年 7月24日

通 知

本报讯（记者 汪慧珊）一对特制的木质安全鼓
槌、一根彩色声管和一面手鼓，还有一样奇特的乐
器，那就是身体。这四种乐器的碰撞与互动，会产
生怎样的效果呢？近日，三亚日报记者了解到，加
拿大全场互动亲子剧《你是演奏家》将于 7 月 26 日
亮相三亚，这部充满能量和参与感的音乐互动表
演，也是当下风靡北美地区的富有特色的亲子演
出。

“通常亲子互动更为照顾小朋友的感知能力与
喜好，对家长们而言乐趣稍显不足。但《你是演奏
家》这一互动让大朋友和小朋友都能充分乐在其
中。”据了解，该剧全长 70 分钟，在两位艺术家的指
导下，每位观众将依次用现场发放的乐器参与互
动，共同演奏，一起创造活泼新鲜的音乐世界。在

《你是演奏家》的现场，家长和小朋友们都会化身成
一样的“演奏家”，双方成为最佳拍档，亲密配合，大
小朋友们一起参与其中。

记者还了解到，现场两位艺术家还会用音乐游
戏快速教会小朋友们大量常用单词和基本语句。小
朋友们会在互动过程中，学会一些现场需要使用的
常用单词如 left，right，up，down，tube 等，也会有一些
简单的常用语句如 you are amazing，so good 等。

据悉，本次演出由风靡国内外的著名制作人、
以及《舞马》、《时空之旅》、《汉秀》和《傣秀》的加拿
大导演 Eric 先生亲自执导，并由其主导设计现场高
科技视频。而应邀来亚洲巡演的演出阵容，都将是
在加拿大家喻户晓的打击乐音乐家。

加拿大全场互动亲子剧
《你是演奏家》7月26日亮相三亚

全场互动亲子剧《你是演奏家》彩排现场。

本报讯（记者 袁永东 通讯员 潘达强）灵秀山水，风光旖
旎。2017 年 7 月 21 日，全国重点媒体“发现美好新海南－2017 互
联网+城市推介”大型主题采访团的总编、记者、大 V、摄影家等
90 余人深度游览了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

如诗如画的优美环境，独具民族特色的黎苗风情，神秘的钻
木取火，独具特色的打柴舞、爬槟榔树、竹木器乐演奏，震撼人心
的《槟榔·古韵》演出，黎族原始制陶、藤编等项目都给记者们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纷纷表示不虚此行，槟榔谷景区真不愧
为生态环境优美、文化魅力独特、民俗体验项目丰富的民族文化
旅游胜地。

在波隆人家餐厅，蜿蜒如龙的“长桌宴”呈现的黎家美食让
记者们大开眼界，而接下来的“情景剧”则让大家大感意外：当地
的黎家大姐邀请媒体代表穿上传统服装，扮演“村长”，在场的记
者也瞬间秒变“村民”，“村长”和“村民”在阿哥阿妹的歌声中，
共饮山兰美酒，欢快的气氛让记者们印象深刻。

中国山东网记者李真表示：“很多地区的民族文化特质慢慢
消失，原始的文化味道渐渐变淡，但是在槟榔谷还能保存这么完
好的民族文化遗产，让我们深度体验到独具特色的民俗体验项
目，非常难得！”

据了解，国家 5A 级景区槟榔谷向中外游客展示了十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急需保护名录。槟榔谷还是海南
黎、苗族传统“三月三”及“七夕嬉水节”的主要活动举办地之一，
文化魅力十足，是海南民族文化的“活化石”。景区已经成为集
影视拍摄、养生、休闲、会务、户外拓展于一体的旅游胜地。

全国重点网媒采访团聚焦槟榔谷

7 月 21 日，媒体朋友体验欢快的黎族“打柴舞”。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成都的朋友们，我吴京又回来了，2
年前我承诺过，要是《战狼》成功了，我会
带着《战狼 2》回来”。昨日，一身飞行服
的吴京携主演卢靖姗亮相成都某商场。
与以往发布会不同的是，吴京是乘直升机
空降现场的。曾在特种部队 18 个月的训
练经历，让他对直升机情有独钟，虽然只
是坐在副驾驶座，还是感叹“终于见习了
一把”。

潜水、骑马、跳伞、射击、赛车……吴
京会的技能相当多。“带我入行的导演曾
经跟我说，作为一个演员，要不仅会打，还
要储备更多技能，你的能力会成为助力而
不是阻力”，吴京说。《战狼》没拍过瘾，所
以《战狼 2》必须把武器玩到极致，“你见
过坦克漂移吗？你见过坦克撞坦克吗？
你见过坦克翻车吗？《战狼 2》里都有”，为
实拍这些场面，吴京还学习开坦克，他坚
信，吃过苦的早晚都会用上。

对于成都，卢靖姗也不陌生，与吴京
首次合作《狼牙》的时候就一起来过。对
于成都的美食，爱吃辣的卢靖姗更是如数
家珍，“水煮鱼，担担面，燃面，麻婆豆腐
……”为配合路演“燃报祖国”的寓意，主
办方还准备了燃面，两人也豪爽地浇上满
满的辣椒油，大快朵颐一番。

《战狼 2》将在 7 月 27 日晚 8 点 01 分提
前点燃，预售目前已经全面开启。

吴京说，《战狼 2》依然是“犯我中华
者，虽远必诛”的气质，但将目光锁定到战
乱的海外非洲，冷锋将冒死挽救在非同
胞，这一次是“杀我国人者，皆我天敌”。
发布会当天汇集了很多军迷和军人，吴京
表示，自己很尊重军人，“之所以尊重不是
因为军人这两个字，而是军人的责任与担
当，《战狼 2》传达的正是这一点，即使脱
下军装，职责犹在。”

4 年筹备，10 个月拍摄，吴京用近乎工
匠的精神完成了《战狼 2》的创作。而拍摄
期间，卢靖姗几乎全程待在剧组。她表
示，“虽然近几年在美国发展比较多，但很
希望为中国观众演一部好电影。我妈妈
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能演《战狼 2》
我们全家人都很骄傲。” （新 华）

“《见字如面》选信有一个标准，即它
值得被更多人看到，是对今天的人认知
社会、认知他人、认知自己有意义的信。
我们坚持这一点，不提供鸡汤，只提供营
养。”近日，《见字如面》导演关正文在接
受记者专访时如是说。他同时表示，文
化大环境比过去好多了，浅娱乐的热情
释放得差不多了，大家开始回归到常态
的文化需求上来，于是《见字如面》就有

了空间，“但这只是刚刚开始，还需要坚
持和等待”。

关正文，作家、导演、电视节目制作
人 ，也 是 中 央 电 视 台《开 心 辞 典》、《对
话》、《非常 6+1》、《我要上春晚》等创始期
策划及主创。2016 年末，他导演的《见字
如面》播出，节目里，有张国立、归亚蕾等
明星参加，每一期节目请明星为观众读
信：有秦楚大战间隙士兵写的家信，也有

黄永玉写给曹禺的信……很快，这档文化
节目火了，被誉为“综艺界的一股清流”。

不过，最初筹备节目的时候，关正文
曾面临着几个难题，首先就是如何拿到
这些信。关正文说，当时编剧组除了邀
请李辉、张丁等 30 多位专家外，还广泛联
络博物馆，收藏者，最终功夫没有白费，

“第一季时我们接触到一万多封信”。
“至于节目选择什么样的信，我们有

一个标准，即这封信值得被今天更多的
人看到：它服务于我们当下所有的受众，
也要让更多的人看到。”关正文解释道，

“如果看了这些信、看了节目，引发大家
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这个是我们最
希望的”。

在收集到的信件中，有的是文言文形
式，读起来不是特别好理解，曾是文学编
辑的关正文就自己翻译，他说，信件转换
为视听形态，必须让人听得进去，有同步
感，“我是带着角色干翻译的，要给艺术
家上台演绎制造空间。读信艺术家，我
们要选择戏好的，理解能力超强、表现力
超强的，人红戏傻，会毁掉好信”。

最终，《见字如面》第一季在豆瓣上
收获了 9.0 的高评分。2017 年 7 月，其同
名图书《见字如面》上市。主编这本书的
关正文说，对于文本而言，这也是更准确
的存储方式。

的确，《见字如面》火了，2017 年初播
出的《朗读者》也火了，再早一些的《中国诗
词大会》、《中国成语大会》等等，一档又一

档文化类综艺节目从满屏幕的小鲜肉、真
人秀中脱颖而出，这些从投资、布景方面
来讲被有些网友戏称为“素颜”的节目，
为何能引发这么大的关注？这是否意味
着现在文化节目的发展空间更大了？

提到这个问题，关正文说，自己更尊
重的是文化生态的多元，没有多元共生、
没有充分竞争，任何品种都不能健康成
长，“在总体布局的推动下，文化类节目
集中推出，很多人对此是抱着投机心态
的，还有人是觉得能挣钱的，这样做出来
的品种，只能让大家倒胃口，让大家再次
远离文化”。

“现在文化大环境比过去好多了。浅
娱乐的热情释放得差不多，大家开始回
归到常态的文化需求上来，于是《见字如
面》就有了空间。但这只是刚刚开始，还
不是特别大规模普遍发生的事情。”关正
文说，自己一直不觉得《见字如面》是缅
怀即将逝去传统的节目，“我们其实不是
在创新，我们只是再回到常识”。

目前，关正文和他的团队正在紧锣密
鼓筹备《见字如面》第二季。关正文透
露，节目场地是在一个剧院里，还加了讲
述人这个角色。

“ 第 二 季 的 编 排 将 主 题 化 ，比 如 生
死，爱恨，离合，抉择等等。”关正文补充
道，第二季《见字如面》信件来源更多了，
亮点信多，“古典信件也特别精彩，有海
瑞的，史可法和多尔衮的，还有古代情
书。各式价值观，特别好玩。”（上官云）

《见字如面》导演关正文：

文化需求回归
浅娱乐热情释放几尽

资料图：《见字如面》导演关正文。博集天卷供图

吴京直升机空降
《战狼2》成都路演

直升机空降发布会。

由郑保瑞、黄柏高监制，叶伟信执导，
洪金宝担任动作导演，古天乐、吴樾、克里
斯·科林斯、林家栋、卢惠光主演，托尼·贾
特别演出的品质动作片《杀破狼·贪狼》昨
日曝光八大主演单人海报，并正式宣布影
片将于今年 8 月 17 日公映。

自 2005 年上映的系列作品第一部《杀
破狼》以来，本系列凭着动作戏中实打实、
拳对拳、敢玩命的实战格斗动作风格，在
华语动作片中可谓是独树一帜。此番《杀
破狼·贪狼》的强势回归，动作戏份担当则
由曾获多个武术冠军的内地人气动作硬
汉吴樾、当今影坛泰拳第一人好莱坞的拳
王托尼·贾、以及退役后扬名咏春拳坛的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战士克里斯·科林斯联
手呈现。最新曝光的单人海报中，托尼·
贾赤拳爆筋，面露战意；吴樾和克里斯·科
林斯则各手持刮骨钢刀凌冽起势，一场腥
风血雨已不可避免。继《杀破狼 2》后再度
出演本系列的托尼·贾表示：“与大家一同
演绎《杀破狼·贪狼》，在碰撞之中也唤醒
了自己很多潜能，拍摄过程比起第二部更
加激烈过瘾！”

本次在《杀破狼·贪狼》中除了刺激吸
睛的劲猛动作之外，“杀破狼”系列以深刻
的立意、情感内核同样吸粉无数、吊足观
众胃口。片方最新曝光的全人物海报中，
也将众角色的重重执念通过表情、眼神、
动作等细微之处绝妙展现出来，厚重感扑
面而来，复杂的故事和角色关系也铺陈开
来。 （新 华）

《杀破狼·贪狼》
定档8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