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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陪外国朋友看扬州”启程
城市书香 古老技艺“醉”老外
本土 文化

古籍 、雕版等吸引外国友人

扬州文化魅力无限！昨天一
早，20多名德国、法国等地外国人
相聚在扬州市图书馆。“我陪外国
朋友看扬州”在这里启程。对于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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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主演舞台剧
李玉刚演绎王昭君
本报讯 由李玉刚导演并主演的舞台剧

《昭君出塞》将首演。该剧进行了带妆彩排，
李玉刚的华美服饰再度展现中国古典之美。
在现场彩排中，演员的服装是最为吸引
眼球的一点。该剧在此次服装的设计上做了
大胆的突破，打破了观众对原有的匈奴、汉
服等一些传统服装设计的认知。
李玉刚的服饰是剧中最奢华的，单就昭
君在临辞大会的头饰便造价不菲，五千多颗
施华洛世奇水晶镶在上面。
在当天的排练中，李玉刚还在不断地调
整舞台剧的细节。彩排中，李玉刚会对需要
调整的地方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短短 90
分钟的演出，却用长达三个小时去彩排。彩
排现场，李玉刚的嗓音很明显还没有从前段
时间的失声中调整好，但他仍然在彩排中保
持最好的水准。该剧的词曲由方文山和常石
磊操刀。

州优质的读书环境以及神奇的雕 常活跃，他们热衷文化交流活动。 门古老的技艺，在扬州依然完整地
版印刷技艺，他们连说“Good！” 市图书馆馆长朱军介绍，“ 我 传承着。大家还亲自体验了一把印
们馆藏 120万册纸质图书，其中古 刷等工序，当一张散发着油墨香味
籍 13.2万册。见到这么多的珍贵 的雕版印刷作品完成后，他们的脸
书香
上乐开了花。
图书馆里读扬州 文献资料，外国朋友非常惊叹！”
活动主办方市文广新局局长季
技艺
“我非常高兴来到扬州，来到
培均称，今年是扬州建城
2500周
雕版印刷一绝
这里像见到朋友一样亲切。我的伙
年，迎来更多的外国友人。外国友人
伴们，在中国已经生活了 4到 13 昨天下午，这群外国朋友来到 来扬州最直观的印象是“green”和
年！”南京国际俱乐部主席布丽吉 双博馆，这里沉淀着扬州悠久的历 “clean”。人文环境中最中国、最扬州
特·柯赫说，自己是两年前来到中 史文明。“行走在博物馆里，就像穿 的文化，是他们非常感兴趣的。Find
国的，这里的一树一花都非常吸引 越历史的长河，一幕幕非常震撼。” ChinainYangzhou，扬州是了解
一位德国朋友说，之前听朋友夸赞 中国的一扇窗口。 记者 桂国
人。
“虽然现在人们使用电脑、手 扬州，这次来，切身感受到扬州
机，但是纸质阅读的感觉，依然无 优秀的历史文化魅力了。
《仙剑》电影版
法代替。”布丽吉特·柯赫感叹，扬
大家不仅看，
州人非常有福气，“ 我们那里没有 而且还尽兴互动。
这么大的图书馆。”而现场的各种 雕 版 印 刷 这
本 报 讯 唐人总裁蔡艺侬微博透露，
高科技设备，更是让她羡慕不已。
随后，他们还来到市图书馆竹西分
《仙剑奇侠传》电影版即将开拍，目标是集齐
馆，获赠书画作品非常惊喜。
电视剧《仙剑 1》和《仙剑 3》的原班人马。不
凤凰国际书城运营总监
过电影版目前还只是在剧本阶段，蔡艺侬表
4 月 11 日晚 ，
陈景和称，外国友人在中国非
示会尽量将电视剧原班人马搬上大银幕，但
某庆典在北京举
现在演员还尚未确定。网友表示，胡歌、刘亦
行， 群星闪耀亮
菲、安以轩、杨幂、霍建华、唐嫣、刘诗诗，集
相 。 朱茵黄贯中亮
齐好难，“集齐可以召唤 10亿票房了”。

找原班人马演

韩磊：我也是受害者

相红毯 。

蒋雯丽
为公益影片配音
本报讯 《大自然在说话》系列公益影片

本报讯 有消息称，韩磊在“《我是歌手》2015 多变化，比如和声，从
巅峰会”中演唱的两首歌曲《雁南飞 +呼伦贝尔 里到外都变了。至于
大草原》借用了北京卫视综艺节目《音乐大师课》 《音乐大师课》将换一
的编曲版权，涉嫌侵权，或将面临巨额赔偿。节目 位新老师代替韩磊的
制作方宣传总监李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韩磊所 谣传，更是没有，只是
演唱的两首歌编曲版权属于《音乐大师课》制作 加入了一位助阵嘉宾
方，他是否侵权正在调查。而韩磊经纪人否认侵 毛宁。
权，
“这事儿跟侵权没关系。他唱那两首歌什么问
韩磊还强调，版权很
题都不会有。因为两首都是老歌，歌曲版权在作 重要，自己也是盗版的受
曲家手里。只有作曲家说你侵权才算数，什么时 害者。“最关键的不是关注
候听说编曲拥有版权了?编曲说了不算数。” 我，是关注这个事儿本身，大
接着，韩磊接受采访澄清此事，称唱之前确 家一定要了解，要支持版权所
实没有跟编曲具体沟通。最近收到朋友的短信， 有权，这是全社会的事儿。”韩磊攒
问怎么回事，说侵权要面临巨额赔偿，才感觉像 着自己的歌等出专辑，但还没出，市场上
是摊上大事儿了，问记者是不是真的很多人关注 已经有多个盗版的版本。他去年自己花钱出
这事儿。不过，韩磊说，自己唱的并非照搬，有很 了一张，完全是为了纪念，没有投入市场。
张艺谋 《 长城 》 在
北京怀柔影视基地举
行开机仪式 ， 主创们纷
纷祈福博彩头 。

成龙角逐
华语音乐榜中榜

本报讯 第 19届“全球华语榜中榜暨亚洲影响
力大典”颁奖典礼将于下周在澳门威尼斯人金光综艺
馆盛大举行。
本届“华语榜中榜”各大重要奖项的争夺依然十
分激烈。港台地区“最佳女歌手”提名依次为蔡依林、
萧亚轩、莫文蔚、郑秀文；“内地最佳女歌手”的竞争
更显胶着：萨顶顶一人“单挑”李宇春、周笔畅、张靓
颖。男歌手方面，已为人父的王力宏、
“准爸爸”周杰伦
将与“老对手”陈奕迅、张信哲共同角逐“港台部分最
佳男歌手”；“内地之最”的入围提名则更伯仲相当：
汪峰、孙楠、杨坤、许巍四位老牌实力唱将就“谁是最
佳男歌手”展开激烈争夺。值得一提的是，成龙还将带
着最新力作《天将雄师》的主题曲《大漠英雄》助阵本
届盛典，并参与奖项角逐。

在北京举办发布会。为影片献声配音的蒋雯
丽和濮存昕到场助阵。
蒋雯丽透露，通过配音让她将环保工作
了解得十分透彻，“ 如果我们不保护大自然
也许会像恐龙一样灭绝。”
谈及为“大自然母亲”配音，蒋雯丽表示
压力很大，笑称：“这应该是我一生饰演的最
大的一个母亲了。”
《大自然在说话》系列七部公益影片的
中文版将于 4月 8日起，以每周一部的频率
出现在中国观众面前。蒋雯丽、葛优、姜文、
周迅、濮存昕、陈建斌、汤唯等七位中国颇具
影响力的演员分别为影片配音。

严歌苓《床畔》
“休克”20年出版

本报讯 记者获悉，著 一切都在流动，流动的一切都在 士，一是植物人张连长。她写
名作家严歌苓最新作品 变化……只有两个人没变，一个 了厚厚一沓稿纸，却发现故
《床畔》（原名《护士万红》） 是床上的张谷雨，一个是床畔的 事像个童话，缺少力量。后来再
即将面市，这部作品从起笔到付 万红。万红是唯一连接床和床畔 次书写时，偶然与导演张艺谋聊
梓花了约 20年时间。讲述 19 的艄公，来回摆渡在谷雨哥和她 天谈起这个故事，张艺谋与严歌
岁的护士万红照顾“活烈士”的 以及其他所有人之间……”小说 苓的观点一致：“ 不应该把植物
人作为其中叙事视角之一，关键
也因此更名为《床畔》。
故事。
出版方介绍，故事从 1976 出版方表示，小说的缘起是 不在于他是不是真的正常地活
年的西南小城讲起。19岁的万 20世纪 80年代初，严歌苓调任 着；关键在于万红以信念去证实
红，护校刚毕业就来到川贵深山 北京铁道兵总部的创作组，然而 他活着。”于是，这部“休克”了
间的一个野战医院。她的使命是 这部小说并非当年采集来的故 20多年的小说得以重塑，故事
护理铁道兵张谷雨连长这位“活 事，而是脱下军装后一直想表达 里的时间跨度达 30年，主人公
—英雄主义。 万红从特护病房床畔的少女变
烈士”。十几年如一日的守候，误 的一种军人精神——
解，颠覆，都没有让她动摇过离 小说起笔于 1994年，严歌苓的 成了老教堂遗址留下的“最后一
开床畔的念头。如小说中所写： 父亲去美国探亲时建议她以两 个嬷嬷”。
医院的白铁床是艘船，“ 床畔的 个人的主观视角来写：一是女护
严歌苓称：“ 我拖着这部小

严歌苓

说的手稿从美国到非洲，从非洲
到亚洲，又从亚洲到欧洲。在台
北居住的三年中，我再次开始写
作《护士万红》，写得也很艰涩，
最后还是放弃了。2009年，我们
全家搬到德国柏林，我一直想把
这部作品重写……直到去年，我
才把这部小说的所有手稿再次
翻出来，各种稿纸堆了一桌子，
我推翻了之前全部的构思，重新
写作了目前这部《床畔》。”

通知：向扬州市民免费发放无油烟锅
油烟中大约含有 300多种有害物质，其
中还有肺部致癌物“二硝筌苯酚、苯井芘”，长
时间吸入有害油烟容易使人体组织发生病
变。油烟附着在皮肤上，会影响皮肤的正常呼
吸，皮肤容易变得松弛失去弹性、并损伤体内
免疫系统，致使脱发、发音嘶哑、咽喉疼痛等。
不仅如此，油烟产生的脂肪氧化物还会引发
血管疾病，尤其是老年人更容易因此罹患心
脑血管类疾病，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在 100个
患者中，就有近 80%的人群是长期在厨房操
作，而且大多数是女性患者。
为此，徐州善惠康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多
家慈善机构发起了本次“关爱健康，厨房革
命”爱心公益活动，为倡导健康生活新理念，
特在全国部分城市免费发放无油烟锅，首次
发放地区包括武汉、重庆、长沙、合肥、南昌、
太原、郑州、徐州等，现已来到扬州，本次活动
首批将发放 5000口无油烟锅。

无油烟锅优势：
一、耐高温——
—紫砂表面熔点可高达

2000 摄
氏度左右 。
二、不粘性——
—紫砂合金一体成型 ， 达到永久
的材料不沾 ，使用越久 ，不粘性越好 。
三、传热快——
—导热系数高达 175， 是铁的 4
倍 ， 传热快 、 受热均匀 、 无局部高温 ， 因此在烹饪过
程中不会产生油烟 ，捍卫健康 、保护环境 。

以实物为准

报名时间：8：00-17：00
领取条件：
1.凡年满 55岁以上本市户口常住人群，携带本人身份证或老年证即可免费领取。
2.申领人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方能领取，过时无效，且申领人必须为有效证件持有人，不得冒领、替领，每人限领一口。

免费报名电话：0514-80112693、801126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