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员：周露
主攻：青衣和
花旦
身份：重庆市
川剧院演员
年龄：28岁
戏龄：15年

学员：王亚丽
主攻：丑角
身份：中国戏
曲 学 院 大 三
学生
年龄：20岁
戏龄：7年

学员：谭杨兵
主攻：小生
身份：重庆市
三峡川剧团演
员
年龄：25岁
戏龄：8年

《金子》里的丑角“白傻子”，一直都是男生扮演。但这次
培训班里，有一位美女却主动请缨，要学习并扮演这一角色，
她就是1998年出生的四川资中女孩王亚丽。

原本演花旦的她为何选择这个角色？这个披着一头
长发的秀气女生莞尔一笑：“因为喜欢呀！我喜欢扮丑，
脸上画着大白块，以喜剧的方式生活，是一件很开心的
事。”

重庆日报记者发现王亚丽的“白傻子”扮相，一点都不丑，
反而有一些可爱。“可能跟造型有关，除了像男生一样要画成
大白花脸，走路一瘸一拐外，我还有两个‘牛角辫’。另外，许
老师告诉我，女生扮演丑角应该有襟襟丑的味道，就是萌丑。”
王亚丽笑着说。

王亚丽口中的许老师就是重庆川剧名家许咏明。王亚丽
刚开始接触川剧时，就很喜欢许咏明的丑角扮相，“他在《裁
衣》《柜中缘》中扮演的丑角深入人心，特别美。这次能扮演

‘白傻子’，也多亏许老师的鼓励。”
王亚丽从小学的是舞蹈，13岁转学川剧。“很奇怪，我很

讨厌练习舞蹈的基本功，却不讨厌在学川剧中每天练习压腿、
劈叉、倒吊等。”王亚丽说。

虽然爱演丑角，但生活中王亚丽却是一个爱美的女孩，与
同龄人一样喜欢逛街购物，拍美照发朋友圈。在她看来，川剧
内涵丰富，简单的走马观花式的表演或精彩唱段展现，都无法
在短时间内展现川剧魅力的。“应该借助多元化的传播手段推
广川剧艺术，让更多年轻人走进剧场看几出完整的川剧大戏，
我相信他们会喜欢上川剧。”

美女主动要求演丑角
“我喜欢扮丑”

在这批学员中，也有不乏出生梨园世家的。
来自万州的、现年25岁的谭杨兵就是其中一个。
按他的话说，家里从爷爷那辈起，每辈都有一个
唱川剧的。年纪轻轻的他已确立自己一辈子的
奋斗目标——演好文生。

这次参加《金子》培训，他也是慕名前来，因
为这里有他喜欢的老师——国家一级演员、《金
子》中焦大星的扮演者、专攻文武小生的张建平。

“张老师演的小生扮相俊美，嗓音圆润、甜
美，特别擅长刻画人物内心，成功塑造了多种经
典舞台艺术形象。”谭杨兵说，一直以来自己的唱
腔都有问题，但又没找到问题所在。这次被张建
平切中要害并帮他进行了纠正。

“文生最重要的就是唱腔与韵味，而我以前
的唱腔就像唱歌一样，韵味更是没有。要成为一
个好的文生，演员一定是唱、念、做、打俱佳，这是
张老师对我的要求。”谭杨兵说。

学川剧是不是很辛苦？谭杨兵说：“作为
川剧演员，每天要开嗓、练功。早时四五点、晚
时六七点，这么多年也习惯了，没觉得有多么
辛苦。”

刚结束完《金子》培训班的学习，谭杨兵又将
赶赴成都，参加一个有关文生的传承培训班。他
说：“川剧是言传身教的艺术，这个班聚集了全国
有名的文生川剧名家，很值得学习。”

他说每天练功不辛苦
“演好戏，老师很重要”

培训班上，除了有来自全国各地、之前没接触过《金
子》的“小白”，也有一些“老江湖”。比如，1990年出生的
重庆市川剧院演员周露，她不仅是青春版《金子》中金子
的扮演者，还获得过重庆舞台艺术之星等奖项。

“演青春版《金子》是几年前的事了。经过这些年表
演上的沉淀和人生阅历的增长，我对金子这个人物的理
解完全不一样，现在就像第一次接触这个角色，要将金
子泼辣的性格通过唱腔和灵巧的动作来体现，而不完全
是演。”周露说。

周露是沈铁梅的入室弟子，谈起老师，她的眼里充
满敬意。“沈老师在艺术上已取得很高的成就，但她对专
业的执著追求仍让人肃然起敬。我记得她第一次教我
演《金子》，从唱腔到神态再到动作，一点一点地抠，我被
叫了无数次暂停，但确实学有所获。”

谈起自己演的两部经典剧目《金子》和新版《江姐》，
周露表示，“金子”与“江姐”两个角色完全不同，一个是
敢爱敢恨、刚中有柔；一个是刚烈、勇往直前的革命使
者。人物性格不一样，表演方式、唱腔、神态也就完全不
同。“如果没有已近而立之年的人生阅历，我肯定不敢演

‘江姐’，太难了。”
作为一名青年演员，周露还经常走进校园传承川

剧。她觉得登台演出是传承、普及川剧，而走下台开讲
座、分享，也是传承的一种方式，“要想让大家了解川剧，
单说或单演都不行，只有表演和讲解相结合，才能让不
懂戏的人感受到川剧的魅力。”

她演过青春版《金子》
说现在的理解完全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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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咏新香，再塑经典！”截至目前，川剧《金子》这部囊括国家舞台艺术大奖
的经典剧目在国内外累计演出超过600场，在艺术界享有盛誉。

但随着人们娱乐方式多样化，川剧同其他地方戏曲一样，生存空间不断受到
挤压。《金子》演员的平均年龄超过62岁，超过70岁的老艺术家就有两位。为把

这部剧传承下去，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川剧《金
子》青年表演人才培养班4月在重庆市川剧院开班，并于日前结业。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班上几位青年演员，通过探寻这批80后、90后青
年川剧人背后的付出，眺望川剧艺术可期的未来。

日前，CMEG（全国移动电子竞技
大赛）组委会发布消息，继2017年该赛
事总决赛落户忠县之后，未来 4年的
CMEG总决赛均将在忠县举行。

作为国内电子竞技行业的一项重
要赛事，CMEG为何会选择在忠县？电
竞产业对忠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6月
9日，重庆日报记者随全民健身区县行
采访团队赴忠县采访。

“这就是CMEG选择我们忠县的原
因。”6月9日上午，站在新近落成的三峡
港湾电竞馆旁，忠县文化委有关负责人一
脸自豪地说。据了解，作为全国首座标准
化、专业化的电竞馆，2017年5月建成的
三峡港湾电竞馆总投资14亿元，占地
73667.7平方米，能够容纳6096名观众。

“选择修建专业化电竞馆，大力发

展电竞产业，是忠县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以及市场环境所作出的决定。”忠县相
关负责人表示，忠县地处三峡库区腹
心，保护长江生态环境是首要目标，而
电竞产业是绿色低碳生态产业，符合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

电竞产业的现状也是忠县选择该
产业的重要因素。“我国电竞玩家总人
数已经达到5.66亿人，预计今年销售收
入达到2100亿元，已成为仅次于美国、
韩国的世界电竞行业第三大市场。”该
负责人说。

“当时我们有两个选择，其中一个
是临时搭建比赛场馆供电竞赛事使用，
另一个是直接修建一个专业的比赛场
馆。”该负责人回忆，在经过多方权衡
后，忠县决定选择第二个方案。2017年

5月，三峡港湾电竞馆拔地而起，也有了
后来的CMEG总决赛的落户。

随着电竞馆的建成和CMEG总决
赛的落户，电竞产业对忠县经济的影响
也开始显现。据介绍，截至今年5月，忠
县已成功引进电竞相关企业28家，涵盖
电竞游戏研发、电竞投资基金、电竞赛
事举办推广、电竞俱乐部等多个方面，
同时还打造了忠县本土第一支电竞战
队——WSAD电子竞技俱乐部。

“除了发展电竞产业，我们在推广全民
健身方面也是尽心尽力。”这位负责人介
绍，忠县不仅先后建成了游泳馆、北滨路体
育公园等体育设施，还建成乡镇健身广场
15个，社区健身点11个，健身路径26条，
农体工程342个，方便群众进行健身。

据透露，未来忠县不仅要积极引进
国内外各类电竞赛事以及适合场馆类
的体育比赛项目，还会以电竞学院为基
地，加快培养游戏开发、运营以及网络
直播、主持等各类电竞产业人才。同时
还将加快忠县体育中心和标准田园马
拉松赛道的建设。

忠县：以电子竞技促进全民健身运动全面开展
本报记者 黄琪奥

忠县电竞馆是一座标准化、专业化的电竞场馆，可容纳6000多名观众。
记者 郑宇 摄

本报讯 （见习记者 赵迎昭）6月 11
日，戏曲艺术电影《金子》在渝中区人和街保
利万和影城举行看片会。2小时15分钟的片
子，毫不拖沓，精彩程度超乎想象。

川剧《金子》是重庆市川剧院打造的一部
现代川剧。20年来，该剧横扫国内舞台艺术
大奖，是重庆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电影版
《金子》则是中国首部以NTlive（英国国家剧
院现场）方式拍摄的戏曲艺术电影。

电影版《金子》拍摄于2017年4月，由英

国导演索尼娅·洛维特执导。这部电影原计
划去年在重庆首映，但由于整体效果并没有
达到预期，所以一直在修改。“每一个镜头都
非常考究，画面上存在的问题已经解决；但由
于是同期音，而不是棚内录音，所以声音方面

还有瑕疵，仍需细微调整。”重庆市川剧院院
长、主演沈铁梅说，电影版《金子》在市川剧院
剧场内录制了3场，没有补拍。现场录制存
在着瑕疵，处理瑕疵是一大挑战。她介绍，目
前中国两个团队正在对电影版《金子》进行后

期处理，让影片更加唯美，更符合中国人的审
美。

重庆日报记者在观影过程中感受到，电
影版《金子》充满着强烈的文学性和艺术性。
沈铁梅饰演的金子内心时刻都处于挣扎之
中，仇虎的豪情万丈无所畏惧、大星的懦弱和
无为都体现在动人心弦的情节中，感人至深。

“我们对作品质量有十足的信心，希望观
众在公映时能走进影院，欣赏高雅艺术。”沈
铁梅说。

电影《金子》举行看片会，重庆市川剧院院长、主演沈铁梅表示

每一个镜头都非常考究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实习生 韩
羽柔）6月 11日晚，由重庆大学学生自导自
演的川剧《白蛇传》在重庆大剧院公演。参
与这部戏的大多是95后，其中2/3还是理工
科学生。

这部戏一共分为8场，描述了许仙和白
素贞相遇、相爱到分离缠绵悱恻的爱情故
事。优美的唱腔、诙谐的台词、变脸翻跟斗
等绝活……大学生们用精彩的表现，演绎了这
一千古名剧，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导演这部剧的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研
一学生魏源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自己是重庆大
学幽兰戏曲社的创始人和第一任社长，还在生
物工程学院读本科时，自己就萌发了要制作重
大版《白蛇传》的想法。“但前几年如果要大家
演出这部剧，实在太难了！因为剧中倒硬人、
提耙人、托举、翻跟斗等动作，对非专业的大学
生来说是很难的。”

2016年，重庆大学获批建设全国高校首批
16个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基地之一的“川剧
文化传承与保护基地”。该校不仅开办了全校
性川剧艺术文化通识课精品课程，还开设了形
体训练与身段表演等川剧实践性教学课程，并
成立了川剧艺术工作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学校里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了解、喜爱上川
剧。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参与这部《白蛇传》
的共有76名大学生，其中2/3是来自通信工
程、土木工程、电气工程等理工科学生，都没有
川剧专业背景。对于这群几乎“零基础”的95
后大学生来说，演绎这部传统名剧也有不小难
度。“首先就是学习四川话。”出演白素贞的其
中一名演员、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大一学
生毛奕丁说，在如何传神演绎人物心理、神态
方面，非专业的自己也经过了很多练习。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这部剧中用了3名
女演员来扮演白素贞、一男一女两名演员扮演
小青。“3名女演员在唱功、武戏方面各有优势，
另外也有传帮带的作用在里面。”魏源说，选择
男女两名演员扮演小青，也是基于这样的考
虑。

“排演这部剧大家一共用了八九个月的时
间，在排演过程中，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川剧的
魅力。”出演法海的大三学生李轩说，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值得新时代大学生进一步热爱和发
扬。

重庆大学版
川剧《白蛇传》公演

由重庆大学学生自导自

演，参与的大多是95后，其中

2/3是理工科学生

川剧《金子》青年表演人才培养班日前结业

这些80后90后 都有一个《金子》梦
本报记者 任雪萍

6月11日，重庆大剧院，由重庆大学学生演
出的川剧《白蛇传》与市民见面。

记者 卢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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