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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小伙变身“苏西坡”
向世界推荐东坡美食美景

天府名人堂·文化传习季
四 川 历 史 名 人 文 化 传 承 创 新 工 程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陈羽啸）
近日，一部关于眉山美景美食文化
的专题片在荧屏热播，该片通过外
国小伙路易、舞蹈演员小甜在眉山
寻找东坡文化和舞蹈灵感为故事线
索，全方位展示了眉山的东坡文化、
灵山秀水美景、特色东坡美食。让
许多国内外观众了解到了苏东坡故
乡琳琅满目的美食，以及文化与美
景兼而有之的这座城。说来有缘，
该片的主角，一个蓝眼睛高鼻梁的
法国小伙路易·杜福，也正是因为苏
东坡才与剧组偶遇，成为了该片的
男主角。

2000年，法国世界报以“千年
英雄”为专栏名称，连载了12位生
活于公元1000年前后，且对后世人
民生活有深远影响的人物，中国的
苏东坡以“无可救药的文人”而名列
其中，一时间，苏东坡这个名字开始
得到法国民众的认可和喜爱。

25岁的路易·杜福是法国斯特
拉堡大学的在读博士生，酷爱中国
文学，尤其喜欢苏东坡。今年7月
的一天，他趁着暑假来到四川旅游，
在成都遇到了一位在德国读博士的
攀枝花小伙，有着共同话题的他俩
聊得非常投机。在聊天中，路易·杜
福表达出了对苏东坡的向往，正好
攀枝花小伙子的妈妈打算在眉山购

房，于是老妈妈和儿子就带着法国
小伙一起来到眉山旅游。

他们刚走到三苏祠，正好遇上
旅游卫视《文明中华行》在此地拍摄
苏东坡，摄制组正为寻找合适的角
色参演而犯愁。法国小伙的出现让
摄制组眼前一亮，经过简单的交流，
苏东坡的魅力让路易毫不犹豫地答
应了剧组，跟随进行拍摄。而法国
小伙对苏东坡的喜爱，也与剧组之

前设想的剧本不谋而合。就这样，
路易·杜福摇身一变，成为片中主角

“苏西坡”，加入了该片的拍摄。在
三苏祠追寻先贤遗风、在唤鱼池聆
听东坡与妻子王弗的美好爱情故
事、在国际竹艺城体验竹编、品尝东
坡竹全席。经过几天的拍摄，路易·
杜福深入体验了眉山的东坡文化，
也对自己心中的苏东坡有了更加全
面的认识。

据了解，眉山市旅游局与旅游
卫视合作，从今年3月开始，经过半
年多的踩点，拍摄制作出这部时长
为40分钟的眉山文化旅游纪实专
题节目，上集《见证眉山之东坡故
里》，下集《灵感眉山之神奇瓦屋》，
每集20分钟，近日在旅游卫视《文
明中华行》栏目热播。

在播出的专题片中，三苏祠、东
坡城市湿地公园、远景楼、苏辙公园、
苏轼公园、国际竹艺城、中岩寺、竹林
湿地公园、瓦屋山、柳江古镇、高庙古
镇、大雅堂等美景风光如一幅幅画
卷徐徐展开，让观众大开眼界。东
坡文化、竹编文化、泡菜文化等眉山
悠久的历史文化都通过精彩的故事
情节呈现在大家面前。而东坡竹全
席、东坡肘子、东坡泡菜、洪雅钵钵
鸡、万岁凉粉等东坡美食的展现，更
是让人垂涎欲滴。“一直以为眉山只
有‘东坡肘子’，看了这个片子才知道
眉山原来有这么多好吃的”。美食
爱好者，在成都生活的山东人于大
嘴说，“准备这周末就约上几个吃货
朋友，去眉山大快朵颐”。

该片在荧屏播出后，还将在央
视网、旅游网视、腾讯、优酷等网络
平台进行展播，错过了首播的观众
可以到网上观看，对东坡故里一探
究竟。

法国小伙路易·杜福，成了眉山美景美食文化专题片的男主角。

一锅老汤、一壶酽茶，老舍先生
的《茶馆》里，上演了一幕震撼人心
的人间悲喜剧。今年，是中国话剧
诞生110周年，同时也是《茶馆》剧
本发表60周年。为了向经典致敬，
向老舍先生致敬，向焦菊隐先生致
敬，四川人民艺术剧院集合全院精
锐力量打造一台“原汁原味”的四川
话版《茶馆》，在忠于老舍先生原著
的基础上，进行了具有创新创造性
的大胆尝试。11月17日，四川话版
《茶馆》全国首演媒体见面会在北京
举行。

见面会上，执导该剧的北京人
艺川籍导演李六乙对四川话版《茶
馆》进行了主创阐述，并对剧目主
创、领衔主演、主演进行了推介。

在李六乙看来，此次创排四川
话版《茶馆》，并不容易。“我们开始
创作时，曾思考是照搬北京人艺还
是有所改变，照搬非常安全保险，但
缺少挑战及创造性的转换提升。继
承，更需要创造和发展，需要和当代

人的审美和戏剧观念结合，甚至是
超越现代人的观念。”

有了这种观念，历经数月的辛
勤排练与打磨，川版《茶馆》全程由

四川话演出，舞台增加了川西民居
的空间布局。盖碗茶沏起，满台方
桌竹椅间，茶客们川话龙门阵摆得
兴起。还有茶馆中正在采耳的茶

客，小摊贩们沿街吆喝四川小吃的
叫卖声，充满四川韵味的金钱板，活
生生再现四川茶馆景象。“这也是对
老舍先生《茶馆》天然嫁接，从语言
到文化特色，到民俗展现，天衣无
缝，同时不失老舍先生的文学魅力
与思想。”李六乙自信，11月30日至
12月3日四川话版《茶馆》在北京天
桥艺术中心大幕一经拉开就会收获
观众掌声，“希望四川话版《茶馆》能
成为四川方言话剧的经典作品。”

当天，在北京人艺版《茶馆》中
扮演“常四爷”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濮
存昕也来到现场，充分肯定四川话
版《茶馆》的艺术水准和现实意义，

“里面很多场面处理出乎意料又合乎
情理，演员在舞台上的风采也很棒。
四川人艺推动了代表中国的剧目新
的面貌新的传承。”他还力邀观众在
四川话版《茶馆》北京首演时要走进
剧场，现场感受川音川韵的魅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见习记者 李雨心 北京报道

濮存昕在现场充分肯定四川话版《茶馆》的艺术水准。

藏语“金珠玛米”原意是打碎
锁链的人，后来引申为解放军。电
影《金珠玛米》讲述了1950年秋
天，解放军第十八军从四川进军藏
东昌都，解放西藏的故事。电影以
士兵华生的视角展开叙述，当他以
一个陌生人的身份踏入藏区，与当
地头人、土匪和农户之间的关系，
从敌对变为融合。这种植根于真
实环境发生的故事，既有宏大战争

场景，也有细腻感情描写，堪称“藏
地冰与火之歌”。

作为现代为数不多关注西藏
电影的女性导演，与剧组全程在
4800米以上高原拍摄，条件异常
艰辛，制作难上加难。冰雹、龙卷
风、严重的高原反应都是家常便
饭。一次，杨蕊患了急性肺水肿，
有半个月的时间都是打着吊瓶坚
持在取景器前，最后是藏民采摘的
高寒贝母救了她一命。饰演女主
角的杨秀措感叹，“导演不只是‘拼
命三娘’，更是高原特有的牦牛，令
人敬佩。”尽管每一步都困难重重，
但杨蕊说得风轻云淡，只感慨“每
一天都沉浸在西藏的奇观中”。

为了真实还原解放军从四川
进军藏东昌都的历史，杨蕊率领团
队赴四川雀儿山、德格县取景，当
地的老百姓还客串了一把群众演
员。杨蕊回忆，2015年6月，他们
在雀儿山拍了三天，最后一天登顶
时，突降大雪，所有人都冻得瑟瑟
发抖，但还是敬业地完成了当天的
戏份。这场鹅毛大雪来得恰到好
处，把解放军当年从雪地高原进藏
的场景给演活了。

导演杨蕊

电影《金珠玛米》在成都举行首映礼。

《金珠玛米》成都首映
“西藏天团”
演出冰与火之歌

一提起历年来的西藏电影，《红河谷》里的忠贞爱情、
《可可西里》中的坚毅守护、《七十七天》里的极限挑

战，都是触人心弦的经典。11月17日，又一部讲述西藏故事
的电影《金珠玛米》在成都举行首映礼，导演杨蕊携主创多布
杰、洛桑念扎、阿旺仁青、扎西德勒、洛桑达瓦和片尾曲作曲人
吉克曲布一同亮相。几位长腿主演换上了西装领结，堪称“最
帅西藏天团”，收割不少粉丝。

超前点映结束后，导演杨蕊与记者大方分享幕后故事。六
年磨一剑，这位坚韧的女导演带领数百人的团队，在海拔
4800米的高原上拍出了原汁原味的西藏故事。无论是藏东
深处不为人知的神秘奇观，还是战争与爱情的冰火交融，这部
聚焦复杂人性的电影，都让观众赞不绝口：主旋律电影也能这
么好看！

最“牛”女导演/ 高原上六年磨一剑

谈及近年来的西藏电影热潮，
在杨蕊看来，不同于之前的文艺
片，她将这部电影定位于西部类型
片，是纯正的商业电影。他们不仅
挖掘到藏区原始的自然美，带领观
众感受然乌湖、邦达草原、孜珠寺、
昌都等人间天堂，还展示了祭祀、
族群仪式等人文奇观，又还原了宏
大的历史背景。电影还大量运用
航拍镜头，把雪山、冰川、湖泊、秃
鹰等鸟瞰镜头展现得震撼人心。

在多布杰的眼中，杨蕊给他印
象最深的地方在于她对电影的追
求和理想。他现场爆料，杨蕊导演
拍摄要求非常严格，没有因为这部
电影是个“命题作文”而敷衍了事，
没有因为赶时间或者经费问题而
降低拍摄要求，而是一个镜头、一

个角色仔细打磨，有些镜头甚至拍
摄了20次以上。

“拍这个电影就是硬扛，扛不
住了就死扛。”作为北电文学系教
师，拍摄民族题材、人文纪录片出
身的杨蕊，更关注对人性的揣摩和
把控，她用扎实的功底拍出了商业
片中很少见的“雄浑泥石流的势
头”，令人耳目一新。这部由四川
出版集团参与投资的电影定档12
月8日全国上映，虽然夹杂在众多
贺岁片中显得有些特立独行，不过
杨蕊还很乐观：“当下没有一个西
部热血大片，定于贺岁档就是想点
燃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更多年轻人
关注这段历史。”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很多人认识多布杰都是从《可
可西里》中不惜牺牲生命也要保护
野生动物的巡山队长开始，那时只
要一说起西藏硬汉，人们脑海中首
先会跳出他的形象。这个角色也
为他赢得了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的
提名。无论是《红河谷》里的藏族
头人，还是《无人区》中的冷酷盗猎
者，多布杰在大银幕上塑造了多个
硬汉角色，被影迷赞为“西藏影
帝”。

这次在电影《金珠玛米》中，多
布杰饰演了一个部落头人，刀刻斧
凿一样的深邃面容，鹰隼一样的犀
利眼神，让这位藏族大叔不怒自
威。采访中，多布杰透露，一开始
他并不喜欢剧中的头人角色，因为
以往电影中太多扁平刻板的坏头
人形象令人生厌，但在剧本的不断
打磨中，这位头人最终成为一个形

象丰满、有血有肉、有立场坚持的
角色。他会因为马匹丢失砍人手
指，也会慷慨赠与解放军粮食，多
布杰遂答应参演。这位老戏骨用
精湛的演技让片中裹挟在历史洪
流中的头人变得面目可亲。

活动现场，西装革履的藏族汉
子帅气亮相，吸引影迷疯狂求合
影。如何搜罗到颜值这么高的“西
藏天团”？杨蕊透露，她最初就打
算起用西藏演员来饰演全部藏族
角色，几乎试遍了四川、青海、西藏
的藏族演员，还找了在京的藏族演
员试戏，多布杰就是她三顾茅庐之
后请来的演员。而当天做客成都
的洛桑念扎、阿旺仁青、扎西德勒
等人，也都是他们精挑细选的演
员。这些年轻人大多来自西藏话
剧团，是上海戏剧学院藏族班培养
出的精英。

老戏骨出马/ 西藏天团帅出高度

西部热血片/ 点燃贺岁的一把火

川版“裕泰茶馆”北京开张

四川人艺“精雕”四川话版《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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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误多
富兰克林让人看不懂

比赛一开始，四川男篮就被打
懵了，进攻不利之外，防守端也屡屡
出现失误，让对方很快就取得了十
多分的领先优势。虽然之后四川队
稍微缓过神来，也将比分多次追到
了10分之内，但每当球队一起势的
时候，富兰克林总会莫名其妙地失
误，或者是得球之后胡乱投一个三
分，却又很少命中。整场比赛，富兰
克林得27分，看似还可以，但是他
却在关键时刻很少拿分，并且三分
球出手6次，仅仅得到了3分，与出
手5次中4球的刘炜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这样的状态让人有点看不
懂，这真的是上赛季在山西的三双
王么？更夸张的是，本场比赛四川
队全队总共失误了19次之多，而且

罚球进球率也相当“感人”，32罚只
进了20个球，命中率仅有63%。

起伏大，重要比赛中失误频
频，富兰克林在本赛季已经为四川
男篮出战了9场比赛，但是他的表
现却很难让人打出一个高分。

太紧张
年轻球员缺乏经验

与富兰克林一起迷失的还有上
一场表现出色的年轻队员，由于缺
乏经验，因此在场上的表现还是太
紧张。

四川男篮本赛季进入一线队的
几名年轻球员中，黄荣奇、左朕年和
侯天一都先后出场。上一场比赛，左
朕年拿到了19分，相当惊艳，但在本
场比赛中他的手感平平，数据不妙。
而侯天一在比赛的最后阶段上场，发

挥也较一般。如果不能持续调整
自己的状态，任由状态起伏不定，
之后的比赛将会相当难打。

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主帅
杨学增认为球员比较紧张，导致
了这样的大比分失利：“这场比赛
虽然大家在场上也很努力，但是
我感觉相对来说没有完全放开，
打得有点保守，兴奋性不够。江
苏队在攻守两端发挥得不错，我
的确要好好总结。我们在篮板球
上出了一定的问题，队伍年轻球
员多，关键时候比较紧张，发挥得
不太好。”

本场比赛之后，CBA迎来了
一个国家队比赛窗口期，将休战
一周半时间。四川品胜男篮的下
一场比赛将会在11月30日进行，
客场挑战三外援的江苏同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携两连胜战绩，四川品胜奔赴江苏客场。结果
球队未能延续上两场的胜利势头，17日晚大比分输
给了江苏男篮。95：125，这是本赛季四川品胜遭遇
的最大比分失败。这场比赛，四川队暴露出了较多
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将会极大地影响到接下去的赛
程。四川品胜男篮本赛季还未能在客场赢球，不知
道首个客场的胜利还需要等待多久？

大比分输球
四川男篮首个客场胜利

何时到来？
富兰克林(右)何时才能恢复神勇状态？ 涂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