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班牙国家

舞蹈团《卡门》。

（上海国际
舞蹈中心供图）

这一次的《卡门》，
西班牙舞者脱下了弗拉明戈舞剧大红长裙

激情登场献演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仍是那耳熟能详的 《斗牛士之歌》《爱

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还是那一位风情万

种的吉普赛女子， 依旧是那一段充满爱恨

情仇的悲剧故事， 舞作却展现出前所未有

的狂野姿态。 作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

幕系列演出之一， 西班牙国家舞蹈团前昨

两晚登台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以现代舞的

形式演绎《卡门》。 在申城舞台上，观众遇见

了美丽而桀骜不驯的灵魂， 也洞悉了人性

隐秘的另一面。

一改弗拉明戈舞剧中女主
角一身大红长裙，新装扮背后是
新认知与解读

卡门是怎样的女人？ 塞维利亚最火辣

的女郎，更是带刺的玫瑰 ，永远骄傲 ，永不

妥协。 卡门是舞台上最闪亮的星星，但编舞

约翰·英格并不满足于传统阐释，将视角深

入到人性的阴暗面， 审视善良被暴力撕裂

的过程。 “我的《卡门》不仅基于这个故事的

女主人公， 而且循着原著作者梅里美的笔

端，专注于唐·何塞病态的爱情观。 他无法

坦然接受爱人奔向自由的现实， 被激情和

复仇的原始本能驱动着，最终走向地狱。 ”

在服装上 ，这版 《卡门 》一改弗拉明戈

舞剧中女主角一身大红长裙的形象， 以简

洁利落的短裙体现自由随性， 也让演员在

肢体动作上有更多发挥空间。 舞美则采用

了多重镜面的设计，依靠玻璃、镜子制造出

抽象的现代空间感， 同时映照出角色复杂

的内心世界。 凭借此剧，约翰·英格获得了

2016 年国际芭蕾舞艺术节最佳编舞奖。

带来《卡门》的西班牙国家舞蹈团成立

于1979年 ， 是享誉国际的世界级舞团 。

1990年，名震国际芭蕾舞坛的纳丘·杜阿托

出任舞团艺术总监，这个古典芭蕾舞团由此

蜕变为精致、时髦、现代的新型舞团。新近上

任的艺术总监何塞·卡洛斯·马丁内斯又赋

予其新的特质， 他把当代著名编舞家的作

品、西班牙艺术家的原创作品、新古典主义

作品和其他学术舞蹈语言结合起来，使舞团

具有了国际化品味和鲜明的艺术个性。

比才创作的歌剧、卓别林的
电影“闹剧”，卡门被改编已超过
百年

此次造访艺术节，演出票早早售罄，足

见“卡门”在观众中的人气。 优质的文学底

本，丰富的人物性格，让这个故事成为改编

的热门。

“她艳丽中带着狂野的气息，她美丽的

脸庞让你惊艳， 即使匆匆的一眼仍令人难

以忘怀， 尤其是她眼神中散发出的强烈欲

望带着狂放不羁的危险感。 ”174 年前，法国

现实主义作家普罗斯佩·梅里美写下小说

《卡门》，描摹了一位容貌妖艳、性格泼辣的

吉普赛少女。 那是发生 19 世纪西班牙塞维

利亚城的爱情悲剧： 无拘无束的吉普赛姑

娘卡门与青年士兵唐·何塞相爱。 随后卡门

移情别恋，爱上了斗牛士埃斯卡米洛，最终

被为爱成痴的何塞亲手杀死。

100 多年来，《卡门》 始终是音乐界、舞

蹈界、电影界最热衷改编的文学名著之一。

比才创作的歌剧《卡门》是当今全球上演率

最高的歌剧； 卓别林曾把其改编成无声电

影《卡门的闹剧》；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英

国皇家芭蕾舞团、 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

等世界名团都演绎过《卡门》的故事。

“中国观众对《卡门》的故事非常熟悉，

但西班牙国家舞蹈团带来的却是创意十足

的现代舞版本， 让年轻观众通过当代视角

去看这部经典之作的全新诠释。 ”上海国际

舞蹈中心项目总监陈理告诉记者， 剧院花

了近两年时间， 与该舞团接触并洽谈演出

合作，最终促成了《卡门》的这次演出。

■本报记者 宣晶

艺术节交易会，世界名家新作展示“全球首选”

见证上海优秀演艺资源的聚集效应和国际影响传播力的不断提升

越来越多的中外艺术家、 制作人正在

将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交易会平台， 作为

其新作展示的“全球首选”。 刚刚开幕的第

21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不仅将申城变

成“戏码头 ”，而且成了全球艺术交易的重

要平台。 今年有来自 47 个国家与地区的代

表参会，参会机构 400 余家，参会人员近千

人，规模创历届之最，见证了上海迈向亚洲

演艺之都、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过程中，优

秀演艺资源的聚集效应和国际影响传播力

的不断提升。

记者昨天在交易会现场看到一批重量

级节目登台亮相。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委

约作品、诞生自国际戏剧大师罗伯特·威尔

逊的 “丝路传奇 ”———音乐戏剧 《不可能的

黑郁金香》，“昆曲王子 ”张军 、当代传奇剧

场艺术总监吴兴国联袂创作的京昆当代戏

剧《凯撒》，作曲家郝维亚的中国新歌剧 《7

日》等名家新作，获得国内外参展商 、演出

商和制作人的极大关注。

今年， 交易会还通过 26 台推介演出，

十场专业研讨会， 进一步促成文化贸易和

国际间交流合作，还通过新增的“VR+表演

艺术”项目推介板块，探索科技与表演艺术

的新融合，开拓演艺的未来跨界。

新作展示首选上海，全球艺
术机构“打卡”申城

艺术节交易会如今已成为许多国际顶

尖艺术节、艺术机构每年 10 月飞行日程上

的常设“打卡”项目。 越来越多的大师级作

品，选择艺术节交易会作为展示的首选。

罗伯特·威尔逊去年以艺术节参演节

目《睡魔》在申城戏剧圈内外掀起热议与关

注。 这次他带来了以中国和“丝绸之路”为

创作蓝本的全新音乐戏剧 《不可能的黑郁

金香》，讲述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明代

天文学家、数学家李之藻，政治家徐光启共

同完成《坤舆万国全图》的故事。 交易会现

场，通过特别录制的视频，威尔逊向海内外

观众传达了兴奋之情，“教科书外的 ‘丝绸

之路’就交给艺术家们来创造吧，这部作品

将是全世界观众都能欣赏的。 ”《坤舆万国

全图》是中西知识、友谊交汇融合的结果 ，

这种精神在他与中国主创和表演团队极具

创造力的合作中将再次呈现。 作为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的委约作品，《不可能的黑郁

金香》由中外主创团队共同打造，将在明年

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进行“全球首演”。

京昆当代戏剧 《凯撒 》，在交易会现场

短短十分钟的 “惊鸿一瞥 ”，让台下掌声雷

动，征服了许多演出商。 张军和吴兴国不仅

携手创作， 同时两人也是该剧仅有的两名

演员，在舞台上他们不断转换角色，互相对

戏较量，跨越时间与空间，重新解读经典。

从演出互访到剧场联手 ，

“走出去”“引进来”合作更深入

艺术节交易会已成为名家名团、 优秀

剧目“走出去”“引进来”重要枢纽。 一批近

两年内诞生的演艺新作， 不约而同地把亮

相艺术节交易会平台作为其中国市场推广

的首站。 比如去年年底在巴黎上演的法国

高定服装设计师跨界之作 《让-保罗·高缇

耶时尚怪诞秀》、今年 6 月在英国首演的舞

台剧《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上个月刚在巴

黎首演的法国新马戏现代舞《小王子》、“舞

界新秀” 英国阿卡什·奥德瑞舞团现代舞

《无径之径》等。

合作、 交流、 共同促进艺术的繁荣发

展，让许多参展机构走到了一起，在交易会

现场，记者见证了多项合作的达成。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与意大利艾

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剧院协会，签订合作意

向书。双方约定将于明年“2020 年中意文化

旅游年”进行节目交流。 艺术节中心还与格

鲁吉亚第比利斯国际戏剧节、 土耳其伊斯

坦布尔文化艺术基金会分别签署合作备忘

录，将“一带一路”文化艺术合作推向深入。

同样在现场， 北京当代艺术剧院与美

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签订合作文件 ，前

者将赴美演出四场。 西澳大利亚芭蕾舞团

的《吉赛尔》则被中国买家今日视点（北京）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相中，《吉赛尔》 明年十

月将在中国拉开巡演的序幕。 上海国际舞

蹈中心与英国著名的沙德勒之井舞蹈剧院

签署备忘录， 这是两个舞蹈类专业剧场之

间的“强强联手”。 “签订合作协议后，我们

双方将互相对标，共建国际一流舞蹈剧场，

进一步增进人才、 演出项目的交流往来，”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项目总监陈理说 ，

“感谢艺术节交易会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

■本报记者 童薇菁

■本报记者 吴雨伦

■本报记者 陈海翔

2019中国森林旅游节南通开幕
本报讯 （记者曹利华） 森林旅游是推动我国林业和草原

发展的重要载体，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江海之约·森

林之旅”为主题的 2019 中国森林旅游节日前在江苏省南通市开

幕。本次活动为期三天，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文化和旅游部、江

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自 2015 年开始，中国森林旅游节已连

续举办了 5 届，本届首次由地级市承办。中国晚报科学编辑记者

分会、上海科技传播学会组织采访了旅游节活动。

上港抓住机会延续卫冕可能
中超焦点战客场 2 比 0 完胜北京国安

“这将是我们改变局面的机会！ ”中超第26轮客场对阵北京

国安之前，上港主帅佩雷拉如此豪言。 葡萄牙人没有食言，在昨

晚这场涉及到本赛季中超争冠大势的比赛中，上港队用一场2比

0的胜利将自己的联赛积分提升至59分， 从而反超北京国安（58

分），重新升至中超次席。 广州恒大在本轮联赛中以3比2击败深

圳佳兆业，上港与恒大之间的差距依然为3分，保住了卫冕的希

望。 与此同时，上港已经连续三个赛季联赛客场击败北京国安。

上港队两个进球均出现在下半时。第49分钟，吕文君右路送

出精准传中，李圣龙中路头球敲开对手球门；第66分钟，上港门

将颜骏凌直接手抛球发动快速反击， 陈彬彬左路得球后立即送

到中路，获得单刀机会的艾哈一脚搓射，将比分锁定为2比0。

“我对球队今天展现出的精神面貌很满意，队员们在场上打

出了精气神。 ”赛后，佩雷拉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们还有机

会争夺冠军。接下来四场比赛都是决战，希望我们保持强势的精

神面貌，保持个性，拼到最后一刻。 ”

从比赛过程来看，这三分来得并不容易。一个数据很能说明

问题：全场比赛上港全队跑动距离超过 93 公里，要比北京国安

多出了整整 9 公里。正是因为这种斗志，才让上港队在工人体育

场限制住了对手中前场引以为傲的流畅传接配合， 将比赛纳入

自己所习惯的节奏。

胜利自然令人高兴， 但胡尔克和于海在比赛中的先后因伤

退场却令人心生忧虑。在阿瑙托维奇进入伤病名单之后，一旦胡

尔克再因伤缺席，必将给上港队的攻击线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

赛后，佩雷拉表示，胡尔克和于海都已前往医院进行检查，具体

伤情目前仍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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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晶卉

互联网前沿技术展示交流进入“乌镇时间”，新技术新模式加速释放红利

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今开幕

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20 日开幕，互联

网前沿技术展示交流进入“乌镇时间”。

每一年， 人们透过乌镇， 刷新着对新技

术、新模式、新架构的认知。 这些前沿科技不

仅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变化， 更在加速发展

中不断释放红利。 今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

之际， 本报记者带你从乌镇之变看科技发展

对社会和生活的影响。

就在大会开幕前，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于前

天率先启幕，并首次在互联网之光博览中心和

乌镇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两个场馆同时举办，

吸引了 600 余家全球知名互联网企业和创新

型企业参加，参展企业总数创历史新高。

场内是高科技的汇聚地， 就连新亮相的

互联网之光博览中心也处处透着智能： 不仅

两万平方米的展厅内没有一根立柱， 而且还

将机器人技术与建筑设计融于一体。 主设计

师、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袁烽

表示，馆外水月红云四座小型展厅，融合了机

器人砌砖、 机器人木构和 3D 打印等智能化

建造的“新技能”。

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内设有 5G 应用体验

区， 新增虚拟现实、 体育科技等沉浸式实景

体验， 而在馆外， 这些应用已在乌镇真实落

地 。 交通方面， 大会期间投入使用的 10 辆

5G自动微公交， 一经亮相便吸足眼球。 基于

“数字轨” 概念， 5G 自动微公交拥有全路段

的探测能力， 这意味着在面对复杂路况时响

应更快， 行驶更为安全。 而在安防领域， 今

年嘉兴、 桐乡两级公安机关首次引进了 5G

巡逻机器人， 可实现自主巡逻、 车辆识别、

远程喊话、 播报提醒、 行为分析、 危险源检

测等功能， 一台机器人就可以完成日常 10个

巡逻民警的工作量。

如果说，“互联网之光” 照亮了从展厅演

示到社会生活变化之路， 今年大会新增的一

项重头戏———“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则

是新技术新模式从萌芽到带来经济价值的全

过程展现。

记者了解到，“直通乌镇” 全球互联网大

赛将在会议期间首次亮相，在原有的分论坛、

领先科技成果发布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的基

础上，形成“1+3”办会新格局。 作为大会重要

板块和创新板块之一，“直通乌镇” 全球互联

网大赛是一个贯穿全年的国际性赛事。 今年

4 月大赛启动以来， 目前已举办了 5 站国内

选拔赛、3 站海外选拔赛和线上赛，共吸引了

全球近 400 个数字经济领域的优秀团队踊跃

参与，涵盖大数据 、物联网 、人工智能 、互联

网+、智能制造等领域，其中海外参赛团队占

比达四分之一。

“参赛项目中，已有数十个项目融资轮次

在 B 轮及以后，不少项目已经拿到上亿元的

投资。 ”大赛负责人表示，参赛项目整体呈现

出覆盖领域广、项目质量高的特点，不仅凸显

了互联网发展对创新创业的促进作用， 也加

速推动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乌镇 10 月 19 日专电)

打响第一枪，射中第一金
中国队卫冕男子二十五米手枪

军事速射团体赛，夺取军运会首金

“打响第一枪，射中第一金。”解放军代表团新闻发言人

曹保民在本届军运会诞生首金后送上祝贺。 在19日上午结

束的男子25米手枪军事速射团体决赛中， 由谢振翔、 金泳

德、姚兆楠组成的中国队以总成绩1747环问鼎，不仅成功卫

冕，也为中国代表团射落武汉军运会首枚金牌。

男子25米手枪军事速射团体项目是军运会独有的射击

项目，贴近军队实战化训练，也是中国队的传统优势项目。

四年前在韩国举行的第六届军运会上，由金泳德、谢振翔和

高铮组成的中国队就夺得该项目冠军。 此番再战，八一射击

队副队长金泳德亲自带队参赛，另派出谢振翔、姚兆楠和高

铮，其中高铮的成绩不计入团体总分内。

然而第一组比赛时，老将谢振翔就遭遇突发情况，进行

至最后一轮，其手枪遇到机械故障，一处螺丝突然断裂，他

与教练组决定临时用胶进行牢固，继续投身比赛。八一射击

队队长李立亚赛后介绍了首金背后这段不为人知的插曲，

“第一次叫谢振翔下来，他反馈说精力有点不够专注。 教练

帮他转移了一下注意力，从比赛氛围中调整出来，但是一开

始效果并不好。 第二次叫他下来，告诉他更坚决一点。 ”

凭借整体实力的优势，中国队最终化险为夷，谢振翔、

金泳德和姚兆楠分别射出 585 环、583 环和 579 环，以总成

绩 1747 环、领先第二名俄罗斯队四环的成绩，夺取这枚志

在必得的金牌，朝鲜队夺得季军。

“困难”不仅仅是老将谢振翔遭遇的手枪故障，也是 43

岁的副队长金泳德在短时间内完成从火炬手到运动员的身

份转换。 踏上射击场前不到十小时，金泳德才完成“和平荣

光”火炬的传递使命。“本土作战关注人群比较多，因此心理

压力会更大。”金泳德夺冠后表示，他尽力把心态放平和，把

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比赛当中，希望为国家、为军队争得更多

荣誉。 作为运动员，金泳德已经在赛场上获得诸多荣誉；但

作为火炬手，则是他的初体验。“作为一名中国军人，以东道

主的身份传递军运会火炬，这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 ”金泳

德认为，火炬手是对军事体育精神进行传承和发扬的代表，

“作为火炬手，我真诚传递中国军队珍爱和平、热爱和平的

声音；作为参赛者，我希望和战友们奋力拼搏，让五星红旗

飘扬在竞技场上。 ” （本报武汉 10 月 19 日专电）

超级大乐透第 19119 期公告
中奖号码：

03＋06＋09＋23＋34 02＋11

一等奖 4 10000000 元

一等奖（追加） 4 8000000 元

二等奖 83 611893 元

二等奖（追加） 25 489514 元

三等奖 265 10000 元

四等奖 694 3000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2450995410.67 元

排列 5 第 19278 期公告
中奖号码： 1 9 4 0 9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19278 期公告
中奖号码： 1 9 4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体彩公报

纪录片《习近平治国方略》

阿尔巴尼亚语版将在阿播放
据新华社地拉那 10 月 19 日电 （记者章亚东） 为庆祝中国

和阿尔巴尼亚建交 70 周年， 纪录片 《习近平治国方略》 授权

播出签字仪式暨 “视听中国 全球播映———走进阿尔巴尼亚”

活动 19 日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举行。 在仪式上， 中国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与阿尔巴尼亚广播电视台签署了 《关于播放中

国电视节目的合作协议》， 授权阿尔巴尼亚语版 《习近平治国

方略》 和电影 《乌珠穆沁的孩子》 正式在阿播放。

“视听中国 全球播映” 活动是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

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 以 “壮丽七十年 荧屏庆华诞”

为主题， 精选 70 余部优秀视听作品， 于 8 月至 10 月， 在全球

50 多个国家 60 多个主流电视台和网络视听媒体平台播出。

制图: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