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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非遗”薪火相传
新增6位国家级传承人

本报讯 （记者 王鑫 ）中国文化和 人属于传统音乐、曲艺、传统美术、传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进非物质
旅游部公布了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 统技艺四个类别。分别是：古琴艺术 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结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广陵琴派）马维衡、扬州评话杨明 合、一体化传承，讲好“运河非遗故
扬州共有6人上榜。目前，扬州共有 坤、苏绣（扬州刺绣）吴晓平、金银细 事”，唱响扬州文化交流品牌。开展
27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总人数 工制作技艺方学斌、传统造园技艺 “见人见物见生活”为主题的非遗“大
在省内排名第二。
（扬州园林营造技艺）吴玉林、中医诊 走访”活动。开展非遗传承人群研修
第五批公布的国家级非遗传承 疗法（扬州传统修脚术）陆琴。
研习计划，完善非遗专家库，实施非
人共有1082名，扬州入选的6名传承
我市持续鼓励优秀传统文化创 遗传习所、展厅（馆）提升工程，建设

年 5 月 17 日/星期四

非遗数字化数据库。以“非遗悦心”为
抓手，推进非遗进校园、进公园、进基
层。促进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化，将地
方曲艺、传统工艺、文化创意整合纳
入“一带一路一河”文化交流合作框
架，做响“运河风情”“江南曲美”展演
交流品牌。推进文化场馆联盟合作、
城际合作。

《新乌龙院》定档7月13日
原班人马“笑傲”暑期档

合家欢喜剧《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发布一组“唤
醒版”海报，正式宣布定档7月13日。除了吴孟达、郝劭
文、宋小宝和两位“新笑林小子”，王宁等第二波主
演阵容也首次曝光。
1994年，由朱延平执导，吴孟达、郝劭文、释小
龙主演的《乌龙院》系列电影走红，开创了合家欢功
夫喜剧的先河，成为许多人的记忆。
此次时隔24年，同样改编自《新乌龙院之笑闹
江湖》的作品重磅归来，影片耗时三年筹备，聚集了
原班人马，力求最大程度还原80后、90后的儿时经
典。片方表示，《新乌龙院》承接了老版的故事脉络
与经典桥段，在经典无厘头的基础上融入了更接地
气、更丰富的搞笑包袱。虽然有些遗憾的是释小龙此次
没有回归，但郝劭文和吴孟达时隔20多年的银幕重聚
也是让人感动。
《新乌龙院》讲述了又到一年乌龙院招生季，阿威
（王宁 饰）和程明星（孔连顺 饰）心怀不轨地进入到乌
龙院学武术。虽然二人成功骗取了长眉师父（吴孟达
饰）的信任，但行为怪诞的他们招来了乌龙院众弟子的
怀疑，一系列斗智斗勇的荒唐■事发生。
江湖笑谈二十载，乌龙不改昔日情，电影《新乌龙
院之笑闹江湖》将于7月13日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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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三节目
冲击
“牡丹奖”
本报讯 记者 王鑫 第十届中国曲艺牡
（

）

丹奖正在慈溪赛区比赛，扬州曲艺研究所共
有三个节目参赛，并全力冲击“牡丹奖”。
这次参赛的三档节目分别为姜庆玲、谭
敏、于海、马伟表演的中篇扬州评话《玉山子
传奇》，赵松艳、王智超表演的扬州弹词《赛金
花·初遇李鸿章》，康康表演的扬州弹词《风
筝》。其中，《玉山子传奇》参加“节目奖”评选，
赵松艳、康康参加“表演奖”角逐，而王智超参
加“新人奖”比赛。今年下半年，第十届中国曲
艺牡丹奖颁奖典礼将在扬州举行。

六省（市）名家名票雅集
本报讯 （通讯员 徐萍 记者 丁鹤林 ）来
自安徽、黑龙江、山东、浙江、江苏、上海六省
（市）名家、名票，将于5月21日上午在何园水
心亭古戏台举办六省（市）京剧名家、名票何
园雅集演唱会。
京剧名家、名票吴家群、吴云、韩丰、王丽、
翟振声、王新莲、林新环、张玉亚、施永霞、焦守
心、杨孟起、施贤良、周燕、张灵、郑海华、江克
俊、邬冬如、王玉林、蒋春姐、聂秋波、肖丁等将
登台亮相，演唱传统名剧、现代京剧名段。

《星火云雾街》开播
由实力派演员张桐、杨若兮、杨猛、斯琴

《

地球最后的夜晚》主创亮相拍照式

中国影片《地球最后的夜晚》
闪亮戛纳电影节

新华社法国戛纳 5 月 15 日电 中国导演
毕赣执导的《地球最后的夜晚》15日亮相第
71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影片个
性化的叙事方式和3D长镜头的运用引发观
众和媒体的热议与好评。
《地球最后的夜晚》是毕赣的第二部长
片作品，由汤唯和黄觉主演，讲述了一个中
年男人重回贵州故乡，开始一段寻找12年
前恋人的梦幻之旅。影片中回忆与现实交织
出现，配以文艺风格的对白，颇具魔幻感，后
半部分使用近一小时的3D长镜头，带领观
众走入主人公的梦境，这一新颖大胆的表达
手法将影片推向高潮。
该片在播映前就颇受期待。戛纳电影节
艺术总监蒂埃里·弗雷莫曾介绍说，毕赣新
作兼有侯孝贤和大卫·林奇的风格，法国文
化周刊《摇滚怪客》也将该片列为本届电影
节最值得观看的影片之一。
影片首映后，其大胆的表达手法引发媒

体广泛探讨和好评。法国《解放报》评论说，
这位中国导演在新作中将观众带入了全新
维度，“让人震撼，同时让人目不暇接”。美国
《好莱坞报道》认为，影片的3D长镜头将在
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业内人士探讨的话题，
镜头技术难度极高且充满诗意，这一罕见和
大胆的拍摄手法虽然挑战观众耐心，但值得
在首映后做更多展示。
2015年，毕赣的首部长片作品《路边野
餐》凭借其独特的影像风格、叙事方式和大
约40分钟的长镜头惊艳影坛。该片在第68
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第52届台湾金马奖、
第37届法国南特电影节上斩获7项大奖。
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始于1978
年，主要关注国际新锐导演作品，今年共有
来自世界各地的18部影片入围。该单元获
奖影片将于5月18日宣布。
本届戛纳电影节7日开幕，将于19日结
束。

高娃等倾情出演的年代大戏《星火云雾街》正
在江苏综艺频道热播，杨猛一改以往慈父的形
象，在该剧中出演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反派
角色，用自己实力派的演技奉献了一场大戏。
《星火云雾街》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为
背景，贵州黔南地区的茶商如何走上革命道
—赵
路的故事。剧中杨猛饰演赵家掌门人——
启泰，心胸狭窄，性格懦弱，但良心未泯。作为
赵家掌门人带领整个赵家与卢家进行抗衡，在
生意场上交锋、对峙、明争暗斗，争夺“茶王”。
杨猛表示，“在我原来出演的角色中绝大
多数都是善良的慈父和正直的形象，这次是
第一次出演一个年代老爷形象，而且还是个
反派人物。”谈及生活，杨猛脸上挂满宠爱的
笑意：“我是女儿的靠山，是她的坚强后盾，只
要是对的事情我都会全力支持她。”

扬州中旅独家自组，扬州起止

扬州晚报特别推荐：

《

星火云雾街 》剧照

6月8日 438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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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跟着春秋旅游畅游柬埔寨双城
日本本州
+白川乡深度 日游
月首发 报名立减 元
发团日期 ：6月2日 、5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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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报名赠送定制雨伞 、旅游帽及价值200元的抵用券
上海春秋旅行社扬州分公司地址 ：扬州市广陵区四望亭路94号 （石塔菜场北门对面 ）
● 春秋旅游自组团
● 绝无强制消费
● 扬州起止 ， 扬泰机场出港
● 升级一晚五星酒店 ● 赠送 ： 纪念 T 恤 、 遮阳草帽 、 团队合照 、 矿泉水等

优质行程安排 ：优质航班时段，拒绝红眼航
班；
优质全陪服务 ：专业的领队、专业的中文导
游贴心服务，让您玩得舒心、开心、放心；
优质酒店安排 ：全程入住我司精心筛选当地
特色4钻泳池酒店，其中升级两晚五星酒店，为您
整个旅程增添一份舒适；
优质行程安排 ：深度游览举世闻名的世界七

大古迹之一的吴哥古迹群，迈开探秘的步伐走进
那神秘的国度；
寻访拍摄足迹 ： 电影《花样年华》、《古墓丽
影》拍摄地——
—【塔普伦寺】吴哥金边全景游，不
留任何遗憾；
优质豪华礼包赠送 ：纪念T恤、遮阳草帽、团
队合照、矿泉水；柬式风味自助餐+高棉民族歌舞
表演+高棉功夫表演。
金边 ：柬埔寨王国首都，柬埔寨最大的城
市，为柬埔寨政治、经济、文化、交通、贸易、宗
教中心；
吴哥 ： 柬埔寨吴哥王朝的都城遗
址，现存古迹主要包括吴哥王城（大吴
荐
哥）和吴哥窟（小吴哥），全部用石头
别推名
特
建构以及精美的浮雕艺术是
报
晚报 券 品
吴哥古迹的两大特点。广告
扬州 凭此领取礼
！

扬州市中国旅行社
市区报名：汶河北路 18 号 （文昌阁北路西 、万家福商城斜对面 ）
电话 ：87316707
扬子江中路 683 号 （新华中学斜对面 ，市中院对面 ）
电话 ：82053599
西区报名：邗江中路 595 号 （美琪加油站正对面 、三星电器隔壁 ）
电话 ：82052535
网上报名：www.yzcts.com 在线咨询 QQ：2944672936
电话:87332650
行程特色 ：
观夜樱、夏看碧海、秋见红叶、冬踏落雪。不论春夏
特别说明 南京禄口机场起飞 ，东方航空安全 秋冬从南到北都有数不尽的风情，再加上诱人的
舒适可靠 ，黄金时刻直飞大阪 ，每人两件23公斤的 日式料理，独特味道的和风物语，让人心灵升华的
超大免费行李托运 ！
神社寺庙、琳琅满目的商品，古典与时尚、历史与
特别亮点 特别安排世界文化遗产 、 童话小 现代在这个国度交汇共生却不突兀。你可以领略
村庄—
—— 白川乡合掌村 。
东京的都市繁华，饱览富士山的宁静壮阔，品味京
行程安排 圆山公园 、 富士山五合目 、 忍野八 都的古韵风情，感受现代与传统的交织融合。樱
海 、浅草寺 、大阪城公园 、皇居广场二重桥等 。
花、温泉、雪山、神社、海岛、宅文化…… 广告
自由购物 无自费 ， 无任何强制购物 ； 大阪心
斋桥 、东京银座等SHOPPING名所自由游购 。
住宿安排 当地三-四钻酒店 ， 一晚升级温泉
酒店 。

日本季节分明，四季不同之景，在这里体现
得尤为明显。春日里上野公园中飞舞的樱花吹雪，
镰仓海边泛着柠檬气息的灿烂盛夏，与恋人携手
散步在京都枫红的金秋，披上一身绚烂的和服踩
在冬日落雪的木桥上，泡在热气腾腾的温泉里。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