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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晚，由中华文化促
进会、凤凰卫视主办的“2017中
华文化人物”颁授盛典在深圳
龙岗文化中心大剧院举行。包
括文化学者、文史研究者、戏剧
节发起人、舞台导演、建筑设计
师、芭蕾舞蹈家、生态保护工作
者、新媒体人、企业家等10多位
（包括个人和团队）来自不同文
化艺术领域并作出卓越成就的
年度文化人物，登上了颁授典
礼的舞台。

其中，由戏剧节常任主席赖
声川、戏剧节主席陈向宏、戏剧节
总监制黄磊、导演孟京辉四位所
组成的“乌镇戏剧节发起人团
队”，被授予“2017 中华文化人
物”称号。赖声川作为团队代表
人，出席颁奖典礼，并上台发表了
一场演讲，深情讲述5年前，他与
黄磊、孟京辉、陈向宏一起，在乌
镇开启戏剧梦想，将梦想落地的
文化初心。

对于赖声川来说，戏剧工作
者永远是他最大的角色和身份。
2013年，由赖声川与黄磊、陈向
宏、孟京辉三位一起，共同创办

“乌镇戏剧节”，至2017年已连续
举办五届。这场由民间艺术家发
起、举办的戏剧节坚持公益性和
非营利性、不走商业道路，坚持

“艺术家办节”“艺术家说了算”，
以其艺术的纯挚性和从容度深深
打动了观众，也成为年轻人心目
中的一大艺术盛宴。

乌镇戏剧节以乌镇为舞台，
其演出形式与场所十分多元化。
除了乌镇大剧院外，还有十余个
大小功能各异的室内剧场和若干
个户外剧场，共同组成了独特的
表演空间群体，更有街道巷湾、户
外广场、船头桥畔、树林花田，随
处可见的精彩表演。来自五大洲
的上百组优秀艺术作品与戏剧爱
好者共享戏剧狂欢。每年上演的
二十多部国内外特邀剧目，展现
了戏剧艺术的无穷魅力。

2017年是第五届乌镇戏剧
节，五年间共上演特邀剧目 89
部，演出327场，角逐青年竞演单
元的青年戏剧人作品71部，还举
办了小镇对话、戏剧工作坊、高峰
论坛、展览等在内的戏剧活动95
场和6780场嘉年华。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赖声川
透露，乌镇戏剧节已经得到国
际戏剧界的认可，“我一开始邀
请一些欧美戏剧界人士来参加
乌镇戏剧节，他们都抱着怀疑
的态度。但是真的来实地体验
以后，他们深受震动。他们在
欧美的一线文化杂志上发表评
论文章说，没想到乌镇戏剧节
会办这么好，这么有活力，尤其
是看到乌镇戏剧节的观众，很
多是年轻人。而这些年轻人看
的戏剧节目，都是一些并不容
易理解的文化内涵比较深的严
肃戏剧。这让他们觉得不可思
议。因为严肃的戏剧节目，在
欧美世界的观众，很多都是年
纪比较大的观众。所以他们
说，要向中国学习。这也是让
我们作为乌镇戏剧节发起人团
队感到非常自豪的。”

乌镇戏剧节获得成功，赖声
川和黄磊都谈到，“乌镇戏剧节的
成功经验，不能简单地被复制，因
为乌镇是不可复制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深圳现场报道

提到赖声川，很多人首先想到《暗恋桃花源》《如梦之梦》等风靡全国的话剧大作。1986年，《暗恋
桃花源》首次公演时就好评如潮。老戏骨金士杰、李立群、林青霞，都曾经出演过这部话剧。赖声川本
人也曾在1992年将该剧改编成了电影并亲自执导，林青霞担任了电影版的女主角。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陈羽啸）全国学校体育联盟
（教学改革）主席、北京师范
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首任
院长、中国基础教育质量
监测协同创新中心体育学
科首席专家毛振明10日在
成都指出，现在中国孩子
严重缺乏锻炼，体质普遍
下降，这是一个亟待解决
的问题。

当日，由全国幼儿体
育专家指导委员会等主办
的 2018 全国幼儿体育教
育研讨会在成都大学召
开。本次研讨会旨在以
幼儿体育教育发展为切
入点，将体育运动逐步纳
入幼儿教育体系，提升中
国幼儿体育运动的普及
程度。“中国学生的体质
连续三十多年下降。”毛
振明讲，现在医院挤满了
因为流感生病的孩子，也
和体质下降有关系。面
对孩子们缺乏锻炼的问
题，大家都很着急，本次
探讨会也是希望大家能
共同为中国青少年体质做
出贡献。

“目前中国幼儿体育
教师师资严重不足，有着
近100万的人数缺口。中
国近25万所幼儿园中，有
近95%的幼儿园没有专职

体育教师，有幼儿体育教
师的幼儿园95%以上都是
女教师。”中华全国体育基
金会理事长吴齐说，中国
不仅幼儿体育教师师资不
足，同时也缺乏幼儿体育
教材，这需要重视幼儿体
育师资培训，同时尽快制
定下发科学、规范、权威、
优质的幼儿体育教材，满
足幼儿园的需要。他表
示，幼儿体育从本质上说
是快乐体育、游戏体育，要
让孩子们在玩耍快乐中成
长。“不要拔苗助长，不要
过早地搞竞技化、专业
化。要为他们培养兴趣，
营造一种‘我爱好、我锻
炼、我健康、我快乐’的浓
厚体育兴趣氛围。”吴齐介
绍，发展幼儿体育需要去
功利化、去形式化、去商业
化，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
搞形式主义，而是应以育
儿为本，把应该给幼儿的
体育快乐送给他们。

会议期间，由全国幼
儿体育发展研究中心发
起的四川省幼儿体育发
展联盟在成都大学正式
挂牌成立。据了解，该联
盟将定期召开四川省幼
儿体育发展联盟会议，研
讨幼儿体育开展过程中
的问题、方法。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贾知若）10日，四川省中江
县围棋协会接到中国围棋
协会的正式电话通知，被授
予“全国围棋之乡”称号。
中江县围棋协会会长唐泽
海5段接受记者采访时感
慨：“30多年的执著与坚持，
总算有了个相对完美的结
果。中江县申报全国围棋
之乡成功，注定会载入中江
发展的史册！”

最初“围棋之乡”是国
家体委施行，不仅围棋，还
有“足球之乡”、“排球之乡”
等，是推动体育运动开展的
大环境下的产物，至今有近
二十余年。最初评上“围棋
之乡”有五个，“头一号”当
推浙江天台县，迄今为止，
在中江县成为四川省“史上
首家全国围棋之乡”之前，
在福建厦门、内蒙古鄂尔多
斯于2017年底获得授牌之
后，全国范围内已有30家

“围棋之乡”。据悉，“围棋
之乡”授予标准有重要两
条，一是“当地举办过三次
以上全国性的围棋赛事，并
经常组织区域性的围棋活
动，有传统性的全国围棋赛
事优先”，二是“在不低于十
所小学或幼儿园开展围棋
普及活动，如围棋进入校本

课程或选修课等，有固定的
教师、固定的棋具、固定的
课时”。

关于中江县围棋的发
展，有一件趣事至今在四川
围棋界流传——2006 年，
致力于进行围棋培训的两
个棋迷：唐泽海5段和刘春
5段租了间教室，只招到一
个学生，在注定赔本的情况
下教了整整一年……孤独
的坚守之后，中江县如今所
有中小学都设有围棋课程，
每年假期开办的围棋入门
班更是盛况空前，由于师资
力量有限，围棋入门报名者
众，当地围棋协会甚至想到
过“摇号入围棋班”的办法
……前几年举办的中江县
围棋联赛，你甚至不时可以
看到胡煜清7段、白宝祥7
段等业余天王拍马驰援，县
级围棋联赛的影响力，远超
预期。

成都棋院院长蒋全胜
10日晚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我代表四川省棋协和成都
棋院，向中江县表示祝贺！
他们的工作做得非常扎实，
确实是围棋氛围一流的地
方，接下来，我们会在全省
的各区、市、县多做宣传、推
广，争取今后拥有更多的

‘围棋之乡’。”

“乌镇戏剧节发起人团队”获颁“2017中华文化人物”

赖声川登台演讲：非常自豪

“我们好富有，我们什么都有，我们好忧愁，
我们什么都没有，富愁，富愁……”9日，由著名
话剧大师赖声川担任总编剧和总导演、黄磊监
制的网络喜剧《王子富愁记》正式上线。赖声川
本人通过微博为新剧吆喝：“我的第一部网剧，
希望大家喜欢！喜剧的关键在于什么好笑，《王
子富愁记》可以反映我的喜剧观。”

在《王子富愁记》上线之前，
赖声川通过微博与大家分享自己
对情景喜剧的想法。“情景喜剧最
开始要设定一个大环境，一个大
架构。除了基本情境外最重要就
是角色，他们的个性，他们的对
比。情景喜剧走的是日常生活中
的喜剧，角色的设定必须写实。
就算有比较突出的面貌，都还是
需要能够在可信的范围之内，不
然你走不远。”

而他的首部网剧《王子富愁
记》里的喜剧，“是根据角色设定
为基础，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情
境之下会有不同的反应，这是产
生喜剧的原动力。喜剧看来夸

张，但还是必须以真实性为出发
点，不然任何包袱是短线的，廉价
的。”

目前，该剧已经上线 8集，
有网友一口气看完，点赞称：

“清新的喜剧，演员们也是可爱
又迷人，将话剧的功底搬到银
幕上很有感觉，一口气把更新
全看了，故事越到后面越精彩，
很期待。”也有网友表示该网剧
与赖声川的话剧相比差距不
小，“话剧和电视剧总归是两种
艺术形式，不是赖老师的真实
水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荀超

《王子富愁记》是赖声川
的首部网剧作品，讲述了在
企业之争背景下，落魄富二
代王子和朋友们，在老洋房
上公馆会所里发生的一系列
爆笑且充满悬疑的喜剧故
事。该剧首创“剧场互动网
络情景剧”形式，以话剧的形
式来拍情景喜剧，观众看到
的剧中场景，就是在上剧场
搭的。

早在去年的开机发布会
上，赖声川介绍，《王子富愁记》
将边拍边播，在情节发展过程
中，除了随时加入编排当下即
时热点事件，也会将中国传统

节日、节气等各种庆祝活动融
入其中，全剧共100集，每集相
对独立却又有主线串联，剧情
中81个老物件串联的背后是
一个完整的故事。

不过，与一年前开机发布
会上提出的100集播放体量不
同，此次上线的版本，目前只有
30集。剧中主演都是上剧场
新一代的剧场演员，但每一集
都会有一些有名的演员前来客
串，现在已经上线的8集中，就
有金士杰、黄磊等人。而且，剧
中不乏有深度和思考的喜剧台
词，甚至有网友表示：“没点儿
文化看不懂。”

首次涉足网剧 “没点儿文化看不懂” 上线已有8集 “越到后面越精彩”

等了半个赛季，四川品
胜男篮终于在客场迎来了
一场胜利，10日晚，作客的
川队以114：110战胜了没
有外援的八一队。虽然八
一男篮没有外援，但这支球
队球风稳健，队内投手众
多，而四川队则是凭借在第
一节建立起来的优势最终
险胜对手。

是役，迪奥古和哈达迪
的组合仍旧带给了大家惊
喜，在四节四人次的出场
时间里，他们二人合砍了
48分和27个篮板，而四川
男篮本场比赛获胜的关
键，也正好是篮板球，全队
全场一共拿到了55个篮板
球，比八一队多了16个，终
于确保了比赛的胜利。

主场胜新疆，客场胜八
一，四川男篮本赛季的第二
个两连胜，应该说含金量还
是比较足的，这也正好应验
了主帅杨学增说过的一句
话：“当我们回到了正常的
轨道，谁都不会害怕。”虽然
本赛季四川品胜男篮已基
本不可能完成赛季之初定
下的打进季后赛的目标，但
这也是转型和培养新人所
付出的代价，左朕年和黄荣
奇的成长，还是让球迷们看
到了惊喜。

1月9日，中国篮协公
布了本周末即将进行的
CBA 全明星赛的南北区
阵容，四川男篮的两名小
将左朕年和黄荣奇都入选
了北区星锐队。此外，黄
荣奇还将在单项赛技巧挑
战环节亮相。前两个赛季
鲜获出场机会的左朕年，
本赛季首发出场 20 次，
26.5 分钟的场均上场时
间，名列全队第五，场均交
出 9.6 分 2.9 篮板的数据，
已是不折不扣的“绝对主
力”。而今年才第一次打
CBA，年仅 18 岁的黄荣
奇，也时常得到老将刘炜
的指点，并亲自带着训练，
将自己的经验传授与他。
黄荣奇也不负众望，上场
均时间达 15.9 分钟，场均
得分5.4分，在与上海队比
赛中砍下 19 分这样的惊
艳表现。

在四川男篮回到正常
轨道的同时，四川女篮最近
在WCBA中成绩也相当不
错，她们已经在温江主场
取得了 3 连胜，而 1 月 10
日，篮协主席姚明还亲自
来到温江，观看了四川女
篮的比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闫雯雯

八一110：114四川

客场终于赢球了
川男篮“回归正常”

中江县跻身“全国围棋之乡”

幼儿体育发展，不能急功近利
体育专家：孩子们太缺锻炼

赖声川赖声川““上上网网””
讲个高级笑话讲个高级笑话

话剧界大佬玩话剧界大佬玩跨界跨界

赖声川打造的首部网剧《王子富愁记》已经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