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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内著名男
中音歌唱家，廖昌永
不仅是活跃于世界歌
剧舞台的少数几位杰
出的亚洲歌唱家之
一，也是身处声乐教
育一线的老师。日前，
廖昌永应邀在天津大
剧院为观众讲解如何
欣赏歌剧《乡村骑士&
丑角》 并接受了本报
采访，除了分享他对
中国艺术歌曲及歌剧
的前景展望，对于声
乐学习中的种种误
区，廖昌永也激浊扬
清，给出了不少建议。

时报院 此次来津讲解两部意大利歌
剧袁同时您也身体力行地推广中国的原创
歌剧袁您觉得中国歌剧创作的状态如何钥
廖院我还是非常看好中国歌剧的袁我
们演唱的作品除了要面向西方观众尧同
行袁更多的是中国观众袁我们演唱的作品
应该更好地体现时代性遥 当然袁创作要在
尊重传统的基础上遥 目前我所知道的中
国原创歌剧已经有上百部袁 但推广力度
很不够遥 现在国内剧场很多袁硬件设施也
很棒袁 但成熟的舞台工作人员还是很稀
缺袁包括剧院管理尧推广宣传营销方面袁
市场与剧院要联动起来遥

■ 本报专访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

要给创作者
试错的宽容
时报院对比中国歌剧袁很多观众还是
更爱看国外歌剧袁 比如 叶茶花女曳叶奥赛
罗曳叶图兰朵曳 等剧目袁 通常都是票房保
证袁这个习惯似乎很难改变钥
廖院我们有走向国际的心袁但还是要
尊重艺术规律袁按照规矩去做袁要完成一
部歌剧需要很长时间的筹备遥 其实袁威尔
第的创作生涯中也并非部部都是精品袁
是时间最终筛选出了经典遥 同样袁对于国
内艺术家我们应该宽容一些袁 容许他们
有失败的作品遥
时报院歌剧创作成本比较高袁如果想
让更多人走近歌剧袁 降低成本是不是个
好办法呢钥
廖院歌剧的成本确实很高遥 国外是这
样袁剧场是根据歌剧剧情来设计剧场的每
一个细节袁包括座位袁包括机械袁这个要经
过很多年的论证袁 要经过很多年的宣传袁
要经过很多的培训尧挑演员遥 比如之前我
在英国录唱片时袁观看了歌剧叶狮子王曳袁
光乐队编制就有40多人袁主要演员尧群众

■ 娱情简报

演员又要50多人袁所以时间成本尧演员成
本尧舞美制作成本都是很高的遥
当然袁也可以做得很廉价袁我拿的确
良的布尧化纤的布可以把布景做了袁但舞
台质感就是不一样袁它就是感觉便宜袁不
厚重遥 如果你要说把歌剧的成本降下来袁
让普通观众十元钱就可以进来看袁 也是
可以做得到的袁 但是这个政府就一定要
补贴袁先让他做市场袁如果不做市场袁这
个歌剧可能做不下去遥
时报院现在艺考很火爆袁很多孩子希
望走上声乐这条路袁 您在一些音乐类比
赛中担任评委袁 有哪些错误观念您觉得
亟需纠正钥
廖院男高音是练不上去的袁这是天生
父母给的遥 我之前担任青歌赛的评委袁看
到了很多袁不止是观众袁甚至许多老师在
教学的时候也认不清这一点遥 比如男中
低声部脖子都比较长袁 高声部脖子都比
较短袁像刘欢老师基本上是没脖子的袁这
个是生理构造使然遥 比如我袁也不是所有

的男中音声部我都可以唱袁叶费加罗的婚
礼曳有两个男中音声部袁一个是费加罗袁
另外一个是伯爵袁偏高的伯爵我能唱袁但
费加罗对我来说就太低了遥 但有些孩子袁
很早就唱很重的曲目袁什么角色尧什么曲
目都给他唱袁不管合不合适袁最后嗓子也
唱坏了遥
时报院声乐学习是个不仅非常专业袁
而且相当漫长的过程袁所谓野速成班冶都
是不符合学习规律的遥
廖院艺术家要学一个戏非常难袁比如
唱外国歌剧袁你要找语言老师尧形体老师尧
表演老师尧艺术辅导老师袁要花很多钱学
习袁而且学习过程要持续终身遥 比如我国
有些歌唱家袁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到九十年
代的时候袁到五六十岁就倒嗓了遥 但国外
的歌唱家袁有的女高音到了七十岁仍然像
二三十岁的声音状态袁为什么他们有那么
长的艺术寿命钥是因为他们不断地回去上
课袁不断地回去找各种老师上课遥
时报记者 王晶

自《西游记》第三部《女儿国》筹备以来，关于女主角——
—女儿国国王一角的
人选片方就一直秘而不宣。前晚，与电影一同启动的女儿国国民选秀活动《下一
站·女儿国》在长沙落下帷幕。现场，
“国王”也正式水落石出。从备受质疑的新
人，到人气小花旦，赵丽颖成为了最终的“幸运儿”。但与此同时，压力也落在了
她的身上，能否超越“前辈”，带领《西游》系列第三部走向成功，自然成为万众瞩
目的焦点。
时报记者 王淞 长沙报道

徐峥开饭馆办《食 》
时报讯渊记者 王晶 北京报道冤浙
江卫视喜剧美食真人秀叶食在囧途曳昨
日在京召开发布会袁 作为 叶泰囧曳叶港
囧曳 等囧系列电影的创作者袁 徐峥的
野囧冶餐厅宣布正式挂牌营业遥 徐峥表
示袁 自己长久以来的梦想就是做一档
走心又走胃的美食节目袁他希望在野开
门迎客冶 的同时袁 也向所有宾客传递
野将一切生活耶囧事爷袁化作开心耶囧爷
食冶的轻松正能量遥
在这档美食节目中袁 在烹饪美食
之余袁还有脱口秀尧小剧场和户外活动
环节遥 除了徐峥这位老板袁这家餐厅还
有宋小宝尧尹正尧伊一尧郭麒麟四位明星
员工遥 其中袁野德云社一哥冶郭麒麟离开
老爸来找徐峥打工袁郭麒麟首次野单飞冶
加盟没有老爸的节目袁是否为了证明自
己钥 对此袁徐峥也现场连线郭德纲袁老郭
表示院野挺好袁广阔天地有作为袁麒麟干
点什么都是对他有益处的事情遥 冶

人气小花旦赵丽颖要做演技派

三部曲女主哪家强？
都是以配角身份出镜袁无论是陈乔恩扮
演的铁扇公主尧 张梓琳扮演的女娲尧梁
咏琪扮演的嫦娥袁还是陈慧琳扮演的观
要
世音均没有太多戏份袁唯独夏梓桐要要
这个出品方星皓影业力捧的新人袁凭借
原创角 色 九尾 狐 清新 的 纯白 造 型给 外
界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遥 而首次出镜
即结缘如此大成本影片袁并收获超高票
房的经历袁也为夏梓桐的演艺事业铺平
了道路袁多年以来她一直活跃在国内中
小成本影片市场遥

东视将上演中国式相亲
时报讯渊记者 王晶冤作为国内最火
的相亲节目袁叶缘来非诚勿扰曳七年来始
终稳坐卫视第一相亲节目宝座遥 不过袁
昨天东方卫视宣布将在本月下旬的周
六档推出一档全新相亲节目叶中国式相
亲曳遥 当90后日渐主导野恨嫁待娶冶的单
身大军时袁叶中国式相亲曳以贴近90后为
卖点袁同时还引入野代际把关冶的理念遥
据悉袁来相亲的不仅有适龄男女袁双方
父母也会在现场坐镇遥 显然袁这一设计
会比过往以野交友和邂逅冶为主题的形
式更加直奔主题遥 节目监制刘原表示院
野两代人的认知差异会导致天然的矛盾
冲突袁由同辈升级到代际对话袁浓缩呈
现父子尧婆媳尧亲家等关系袁将是最具代
表性的耶中国式关系爷遥 冶

今日客战福建 津女排要抢分

《三打白骨精》
巩俐一人独挑大梁
《大闹天宫》
群芳绿叶配大圣
作为 大 眼郑 保 瑞叶 西 游 记 曳 系 列 的
首部曲袁叶西游记之大闹天宫曳两年前横
扫春节档袁一举拿下10.45亿票房袁被圈
内传为佳话遥 该片根据吴承恩小说叶西
游记曳前八回改编袁讲述了决 心修 炼 成
仙的孙悟空 在 牛魔 王 的煽 动 下大 闹 天
庭袁迫使三界展开神魔大战的故事遥 齐
天大圣孙悟空袁毫无疑问是本作当仁不
让的主角袁正因此袁女性角色 在其 中 大

提到叶西游记曳系列第二部叶西游记
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曳袁野将国产电影特
效提升到全新高度冶 是很多人对它的定
义遥 但这袁却并不能掩盖巩俐的光芒袁在
特效唱主角的本作中袁 她凭借自己的演
技撑起了几乎全部文戏遥
在取经路上的八十一难中袁 白骨精
是为数不多没有后台全靠自身修炼的妖
精袁但除此之外关于她的身世交代不多遥
此前袁叶西游记曳各版本影视作品中袁白骨
精虽然出彩袁却也略显扁平化袁但巩俐不
仅为白 骨 精带 来 了一 段 凄惨 的 前世 故
事袁使它的成妖之路多了一分背景支撑袁
更借助 这 个角 色 全面 展 现了 自 己的 演

技袁从山村小妖袁到81岁老妇袁再到年轻
妇人袁让人们再次看到了当年那个野中国
第一女星冶的风采遥

《女儿国》
赵丽颖能否胜任演技担当？
郑保瑞重启的叶西游记曳系列袁一直
以来主打的都是特效袁叶大闹天宫曳和叶三
打白骨精曳都一度成为彼时的扛鼎之作遥
但即便片方一再强调第三部叶女儿国曳依
旧是特效为王 袁 不 能 否 认 的 一 个 事 实
是袁演员的演技才是以野讲故事冶为主
的本 作 成功 的 关键 遥 而恰 恰 就在 这 个
关键时刻袁赵丽颖成为了野国王冶的最
终人选遥
出道至今十余年袁 赵丽颖的作品不
少袁但大多集中在电视剧领域袁偶尔亮相
大银 幕 也都 是 票房 平 平的 中 小成 本 影
片遥 这袁自然成为了外界的担心所在袁尤
其是有了巩俐的珠玉在前遥
当然袁担忧也未必会成为现实遥 野这
一版的耶国王爷除了长情和霸道袁更会是
一个可爱尧可怜尧见不着心上人会思念的
形象遥 冶至少袁按照编剧文宁的解读袁赵丽
颖自 身 的特 点 还是 与 角色 有 着相 似 之
处遥 而到底能不能借此迈上大银幕袁成为
真正的一线女星袁 就要看赵丽颖个人的
努力了遥

第三届滨海新区网络春晚开始报名啦
第三届滨海新区网络春晚由滨海时
报社发起尧主办袁已成功举办两届遥 网络春
晚年味十足尧创意新颖尧贴近百姓尧互动性
强袁无论是晚会的主持人尧演员袁还是节目
创意袁都源自网络尧网民袁是新区最贴近时
代与群众的野民意春晚冶袁受到各界好评袁
成为滨海新区市民迎春联欢的重要文化
活动遥

一、活动主题
主题院温暖尧祝福尧欢乐尧感动
晚会流行语院爱滨海袁野嗨冶起来
晚会关注点院美丽滨海尧和谐社区尧风
土人情尧发展成就

二、组织机构
1.指导单位院滨海新区区委宣传部尧滨
海新区文广局
2.主办单位院滨海时报社
3.承办单位院天津滨海时报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尧 天津金娃有礼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三、活动内容
第三届网络春晚以网友喜闻乐见的
民间艺术及草根艺术家的精彩才艺为
主要内容袁通过举办叶第三届滨海新区
网络春晚-少儿专场曳叶第三届滨海新区
网络春晚-舞蹈专场曳叶第三届滨海新区
网络春晚-音乐专场曳叶第三届滨海新区
网络春晚-曲艺专场曳4个专场和 叶第三

即日起，第三届滨海新区网络春
晚报名正式开始，若您有“绝活”，想要
秀出才艺，就赶快来报名吧！唱、跳、
说、演，只要您能表演的、拿手的，节目
组都会给予最大的支持、提供最好的
舞台设备和音响舞美配备，保证让您
在舞台上尽情地展示！
届滨海新区网络春晚曳大型晚会袁运用
网络互动参与尧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袁 将本届网络春晚系列活动做大做
强遥 具体如下院
1.叶第三届滨海新区网络春晚-少儿
专场曳院针对滨海新区各大幼儿园尧中小学
校尧儿童培训机构等单位袁征集少儿优秀
节目袁形式不限袁包括院演唱尧舞蹈尧戏曲尧
曲艺尧小品尧乐器尧武术等曰
2.叶第三届滨海新区网络春晚-舞蹈
专场曳院 针对各舞蹈培训机构或个人爱好
者袁征集年轻尧时尚尧动感的舞蹈节目袁形
式不限袁包括院街舞尧爵士舞尧肚皮舞尧机械
舞尧拉丁舞尧广场舞等曰
3.叶第三届滨海新区网络春晚-音乐
专场曳院诣在展示滨海新区器乐尧歌唱爱好
者的风采和魅力袁 发掘一批个性与时尚尧
魅力与才艺相结合的滨海新区本土音乐
人才遥 节目形式不限袁包括院独唱尧合唱尧
歌伴舞尧器乐表演等曰
4.叶第三届滨海新区网络春晚-曲艺
专场曳袁诣在选拔民间艺术尧发掘草根艺术

报
名
方
式

关注滨海新区官方微信滨海
发布渊微信号院tjbhxqfb冤袁在网络春
晚相关内容后直接留言报名 渊姓
名+联系方式+表演内容冤袁我们的
工作人员会和您及时联系遥
咨询电话院18622509817
联系人院冯卫东

家遥 针对新区各文化馆尧街道尧社区文艺团
体及文艺爱好者袁征集各类节目遥 节目形
式不限袁包括院戏曲尧曲艺尧小品尧魔术尧武
术及其他绝活等遥

四、时间安排
第三届网络春晚系列活动计划尧
排期 院
2016年12月5日至12月20日接受报名遥
以下时间是暂定时间袁届时以节目组
通知为准遥
2016年12月24日渊周六冤举办第三届
滨海新区网络春晚-舞蹈专场遥
2016年12月25日渊周日冤举办第三届
滨海新区网络春晚-少儿专场遥
2016年12月31日渊周六冤举办第三届
滨海新区网络春晚-音乐专场遥
2017年1月1日渊周日冤举办第三届滨
海新区网络春晚-曲艺专场遥
2017年1月2日至1月20日,各专场节目
网络投票尧评委评选节目尧晚会VCR编辑
制作尧晚会节目编排尧排练尧主持人邀约尧

串词撰写等渊晚会预计排练3-5次冤遥
2017年1月21日举办第三届滨海新区
网络春晚大型晚会袁现场直播尧录制遥
2017年 1 月23 日 至 25 日 晚 会 视 频 编
辑尧包装制作遥
2017年1月26日向优酷尧 津滨网等网
络平台上传网络春晚节目遥
2017年1月27日至2月5日在滨海发布
微信平台开展晚会节目网络投票遥
2017年2月6日公布获奖名单遥
2017年2月12日颁发奖品及证书遥

五、节目评选
参加专场演出的每个节目袁颁发第三
届滨海新区网络春晚荣誉证书一份遥
每 个 专 场 结 束 后 袁 节 目 上 传 至网
络袁请专家评选尧网友投票遥 为保证公
正性袁专家和网友在节目评选中的权重
比 是 7 颐3遥 每 个 专 场 选 出 4 -7 个 优 秀 节
目参加第三届滨海新区网络春晚大型
晚会演出遥
晚会演出结束后袁 再请专家评选尧网
友投票袁选出优秀节目奖尧最佳人气奖等
奖项袁颁发证书尧奖品遥

六、播出形式
晚会全程滨海发布微博尧 微信直播遥
通过滨海发布微信尧津滨海客户端进行网
络投票遥 网络春晚录播节目制作成专辑后
上传津滨网尧 滨海发布微信尧CUTV滨海
频道以及各主流视频网站播放遥

时报讯渊记者 宋鑫鑫冤2016-2017赛季中国女排
联赛首阶段第九轮比赛今日将全面展开争夺袁 天津
女排客场挑战福建队遥 昨日袁天津女排进行了赛前最
后一堂适应场地训练课袁 尽管此前旅途奔波让大家
感到比较疲惫袁 但姑娘们对于津闽之战还是非常重
视袁希望从客场顺利带回3分遥 天津女排主帅王宝泉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院野联赛已经打了8场袁大家有
些疲劳很正常袁但我们还是要调动起情绪袁打好这场
球袁为第二阶段夯实基础遥 冶
本来天津女排出征客场乘坐的航班要于12月4
日上午起飞袁但由于津门起了大雾袁飞机延误袁直至
下午才起飞遥 漫长的候机消耗了队员们太多的精力袁
抵达福清市后大多数球员用过晚餐回到房间倒头便
睡袁天津女排原计划要在下午进行的训练没有进行遥
昨日上午袁天津队进行了赛前适应场地训练袁主要进
行的是模拟训练袁因为此前两队交过手袁对于福建队
大家还是比较了解的袁6个轮次的对攻练习仅用时40
分钟就结束了遥
训练结束后袁 王宝泉在接受采访时说院野从训练
中看得出大家比较疲惫袁但训练态度都很认真袁大家
也在积极地适应这个场馆遥 虽然我们已经进入了8
强袁但这场球也很重要袁为了第二阶段袁我们要多抢
些分数遥 冶
根据赛程袁 天津女排和福建女排的比赛将于今
日19时30分进行遥

英超“蓝营”
吼
“红营”叹
昨天红魔曼联又把比赛踢平了袁 红军利物浦更
可叹袁一路领先却遭伯恩茅斯压哨逆转遥 而早一天上
演的英超蓝色大战袁 即便曼城错失了反超切尔西登
顶战机袁也以老爷们干仗的激情收场袁虽然打群架不
对袁但那种要和对手嘶吼到最后一刻的精神袁似乎都
表明着野蓝营冶压倒野红营冶的豪迈气势遥
红魔依然不能摆脱诅咒袁在第9轮被切尔西四球
狂屠之后袁和伯恩利尧阿森纳尧西汉姆联都是能赢却
平袁只赢了副班长斯旺西一次遥 昨天几乎以相同的戏
码又被埃弗顿1颐1追平袁 曼联14场联赛仅积21分袁距
离第四的曼城已经有9分的差距遥 红军利物浦的遗憾
在于把一场怎么看都像要赢的比赛给踢输了袁 遗憾
在于错过了野蓝营冶自相残杀给红军留下的直通积分
榜次席的好机会遥
蓝色战车切尔西继续狂奔袁本轮客场3颐1战胜曼
城已取得了惊人的八连胜袁稳坐头把交椅遥 孔蒂让切
尔西效率惊人袁最近连干热刺尧曼城在场面上都不占
优袁多项进攻数据逊于对手袁但就是进球比对手多袁
气人不钥 包括4颐0大胜曼联袁以上数据依然是曼联占
优袁唯一切尔西占优的数据是射正次数袁可连这个也
很气人袁切尔西6次射正进4个袁曼联5次射正袁进球数
很不好意思遥 打起来特横袁打完了不行袁据英媒统计袁
曼联本赛季在上周末之前共创造出了20次的绝对进
球机会袁雄踞联赛第三袁但是进球转换率排在全英超
倒数第一遥 这么能忙活袁就是孕育不出胜果袁红魔简
真该看看不孕不育门诊了遥
现在的穆里尼奥净剩下着急了袁前面效率低袁后
面还玩火袁 昨天有记者问起他为什么要换上 野送点
球冶的费莱尼时袁大帅腾就火了袁野什么意思钥 懂球吗钥
对手落后袁开始高举高打袁你有一个2米高的球员坐
在板凳上袁当然想让他出场保护防线遥 冶结果是个子
高的人腿也太长袁碍事的大长腿绊倒了古埃耶遥 大帅
息怒吧袁 多想想麾下那么多进攻天才到底怎样才能
拼出最好的效率组合吧袁没有效率不仅进球难袁而且
容易陷入进个球就不想继续施压的攻防怪圈袁 费莱
尼这种坑爹事件也就难免了遥
时报记者 陈彤

天津豪安两连胜 状态回暖
时报讯渊记者 李雯冤在经历了不堪回首的八连
败后袁天津豪安俱乐部状态终于回暖袁球队先是在
主场险胜四川长虹佑康俱乐部袁实现本赛季双杀对
手袁 之后又在客场战胜安徽朗坤乒乓球俱乐部袁两
连胜的战绩让球队上下重拾自信遥 下一轮袁球队将
于本月13日在主场迎战八一大商俱乐部遥
早在乒超联赛第五轮时袁天津队曾在主场迎战
安徽队袁当时袁士气正旺的天津队以2颐3憾负对手袁这
场惜败也让天津队开启了噩梦般的连败遥 之后的八
轮赛事袁天津队一场未胜遥 野从安徽那轮比赛过后袁
球队的士气有些低沉袁咬劲儿不足袁导致之后的连
败遥 冶马文革表示遥 或许是命运使然袁天津队连败的
噩梦是从安徽队开始的袁也是从安徽队结束的遥 在
乒超第14轮赛事中袁 两队在第二循环中再碰面袁这
一次袁天津队拒绝被双杀袁经历了五盘的鏖战袁球队
终于以3颐2战胜对手袁报了一箭之仇遥
根据赛程安排袁 乒超联赛将进入十天的休赛
期遥 本月13日袁天津队将继续坐镇主场财大体育馆袁
迎战野小胖冶樊振东领衔的八一大商俱乐部遥 目前在
俱乐部排行榜上袁 八一以11胜3负的战绩高居第二
名袁球队的单打主力樊振东发挥稳定袁本赛季17胜
仅3负袁在运动员排行榜上仅次于许昕尧马龙和梁靖
崑袁暂列第4名遥 野我们应该摆正心态袁虽然球队打下
风球袁但不能未战先怯袁希望把连胜的好势头保持
下去遥 冶马文革说遥

《血战钢锯岭》点映迎好评
时报讯(记者 王淞)日前袁被誉为野奥斯卡最准
风向标冶的美国评论家选择奖公布提名袁口碑横扫
全球的梅尔窑吉布森新作叶血战钢锯岭曳以包括最
佳影片尧导演尧男主角在内的7项提名领跑遥 与此
同时袁 这部即将于本周四在内地上映的影片也在
各地举行了媒体场点映活动袁 凭借地狱般的战争
场面和男主角道斯勇救75名战友的故事赢得了大
量好评遥
叶血战钢锯岭曳 将二战美日双方伤亡超过16万
人的冲绳岛战役搬上大银幕袁根据拒绝持枪尧杀戮
的美军医疗兵戴斯蒙德窑道斯的真人真事改编袁讲
述这位受尽耻笑尧霸凌的野异类冶袁始终坚守信念袁最
终孤身勇救75名战友的故事遥 片中袁大量震撼尧真实
的战争场面威慑力十足袁令观众仿佛亲临战场遥 看
到如受伤的天使般悬在天地之间袁英勇救援战友的
道斯袁不少人深感其悲壮袁潸然泪下遥 梅尔窑吉布森
用真实的镜头拍出战争残酷的本质袁还原文字无法
形容的地狱战场袁 对道斯伟大故事的铺陈扣人心
弦袁磅礴又温暖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