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

2018.2.26
星期一
报料热线
028-96111

编
辑
王
浩

版
式
宜
文

校
对
张
晓

体
育
龙
门
阵\

娱
头
条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电影股份有
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厉害了，我
的国》将于3月2日登陆全国影院，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发展和成就，
以及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这一重大论述，以纪录片的形式首次
呈现在大银幕上。近日，电影公开了
海报、多款剧照和预告片，展现出的
场面震撼恢弘，大国雄姿跃然眼前。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取得了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历史性成就。电影《厉害了，我的国》

以纪录片的形式，将在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下中国
这五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全方位一一
呈现。在海报中，鲜红的绸带拂过中
国各地地标建筑、天宫一号和丝绸之
路等元素，留下一抹贯穿时空、砥砺
奋进的中国红。

影片中拥有大量壮观恢弘的大
规模航拍镜头。在预告片里，人类历
史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FAST、全球
最大的海上钻井平台“蓝鲸2号”、玛
旁雍错上迁徙的羚羊等一一亮相，从
圆梦工程、科技创新、绿色中国等多

角度展现了我国的大国风采。除此
之外，影片还记录下了中国桥、中国
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等超级工
程的震撼影像以及背后的故事，在彰
显国家实力的同时，也体现了国人们
不畏艰险、埋头苦干、开拓进取的美
好情操，才得以缔造出一个又一个的

“中国奇迹”。
时值新春佳节，全国各族同胞返

乡与家人团聚，“小家”的日子越过越
红火。人民生活的兴旺离不开国家
的繁荣富强，国家每一项重大成就的
取得也都凝聚了全国人民的磅礴力

量，“大国”与“小家”息息相关、密不
可分。影片后半部分从“小家”的角
度切入，讲述平凡百姓的生活变迁。
从基层扶贫工作人员的生活状况，到
筑起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的坝上三
代人，再到细致做好入户工作的健康
管理员和保家卫国的威武之师。生
动记录了我国在扶贫、生态文明建
设、医疗保障、国家安全体制等各方
面取得的卓越成就，充分展现了中国
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征程上的伟大
奋斗。

据新华网

冬奥动态/

中国代表团总结平昌
平昌冬奥会25日落幕，中国体育

代表团获得1金6银2铜，列金牌榜第
16位。四年前的索契冬奥会上，中国
代表团获得3金4银2铜，同样是9块
奖牌，排在金牌榜第12位。平昌之行
金牌数和排名有所下降。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国家体育
总局副局长高志丹表示，金牌数有
点遗憾，但有5个小项获得奖牌，为
历来得牌面最宽的一次。高志丹
说：“这说明厚度在不断加大，也说
明优势、潜优势项目没有发挥出顶
尖级水平，但发挥了基本水平。”高
志丹指出，此次冬奥会，中国队在以
往相对优势的冰上项目中看到了差
距，而在长期落后的雪上项目中看
到了希望。

张虹当选 任期8年
在 25 日上午的国际奥委会第

132次全会上，经国际奥委会主席
巴赫提名，中国速度滑冰运动员张
虹当选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
员，并因此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任
期为8年。

4年前的索契冬奥会，张虹勇夺
女子1000米金牌，为中国实现了冬
奥会速滑项目金牌零的突破。在平
昌冬奥会上，29岁的她饱受膝伤困
扰，最终在 1000 米排名第 11，500
米位列第15。

杨扬卸任 巴赫致谢
国际奥委会委员杨扬25日正式

卸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对她在过
去8年的出色工作给予了感谢。

自2010年2月当选国际奥委会委
员之后，杨扬深度参与了国际奥委会各
方面的工作，还曾作为国际奥委会道德
委员会的委员，参与有关俄罗斯兴奋剂
事件的调查。目前，杨扬还担任着国际
滑联理事的职务，同时她也是2022年
北京冬奥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

对俄处罚 暂不解除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25 日表

示，针对俄罗斯系统性操纵兴奋剂
做出的处罚决定，在平昌冬奥会闭
幕式上依旧有效。不过，如果在本
届赛事全部兴奋剂检测完毕之后，
俄奥运选手没有再出现兴奋剂问
题，这一禁令将被解除。

在平昌冬奥会上，共有两名俄
奥运选手被查出使用兴奋剂。巴赫
说，这两例兴奋剂事件让国际奥委
会不得不维持对俄罗斯的处罚。这
意味俄奥运选手依然不能像他们希
望的那样在闭幕式上举着国旗入
场。不过巴赫透露，如果接下来俄
奥运选手继续遵守相关处罚规定，
并在本届赛事接下来的兴奋剂检测
中不出现问题，那么对于俄罗斯的
处罚就将被解除。 均据新华社

《厉害了，我的国》上映在即
首次在大银幕上震撼呈现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奇迹”

“这是300多年来，川北大木
偶最响亮的一次发声。”25日晚，
四川省（南充）大木偶剧院院长唐
国良观看完表演后，告诉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南充造“大
熊猫”登上冬奥会舞台，让整个川
北大木偶团队兴奋自豪。

川北大木偶是世界唯一的
大木偶艺术，是南充市首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被誉为

“世界罕见的木偶艺术，中国民
间艺术的冠冕”。据史料和口碑
所证，川北大木偶已有300余年
历史，清初移民时，由一家姓杨
的木偶艺人将大木偶带到了川

北仪陇县，后又将此技艺传给了
杨三合。1914 年，仪陇县包包
场（今石佛乡）木偶艺人李约之
买下了杨三合后代的木偶，并率
其子李章福、李章祥创建了“福
祥班”，或称“李家班”。此后，
大木偶艺术在川北地区活动频
繁，妇孺皆知，人称“川北大木
偶”。

此次在平昌冬奥会上亮相的
两只熊猫木偶，高2.45米，重20
斤左右，是迄今为止全世界体积
最大木偶，由四川省（南充）大木
偶剧院耗时半年，经数百次修改
创作而成。

2018平昌冬奥会25日晚落下帷幕。
在闭幕式上，由张艺谋任总导演的“北京八分钟”惊艳亮相，两只亮闪闪的“大熊猫”蹦蹦跳跳登上舞台，

在冰屏上穿梭，与智能机器人共舞，在互联网隧道中穿梭，并向全世界发出来自中国的邀请。

但是你知道吗？这两只吸引了全球目光的发光大熊猫，是来自南充的川北大木偶！
这对由四川省（南充）大木偶剧院制作的熊猫大木偶，高2.45米，是迄今为止全世界体积最大木偶，也是最具科技感的木偶。

简直太赞啦！

“北京8分钟”惊艳平昌冬奥闭幕式

两只发光的“滚滚儿”
是我们南充的
大木偶哦！

细节/

大木偶起舞冬奥会
全靠“人偶合一”

10月中旬，熊猫大木偶入驻“北
京八分钟”剧组。创作之初就选择的
外偶内人形式，又如何操作？演员和
木偶之间如何协调，成为新的问题。

“演员要在木偶体内滑轮滑，进行操作
表演。”唐国良说，外偶内人，本身就是
川北大木偶的独有技术，在此次熊猫
木偶中体现得更淋漓尽致。

在表演中，大熊猫不再憨萌，而是
冰上起舞，轻盈多姿。“这对演员和木
偶都是考验。”唐国良介绍，起初的设
计重视的是熊猫形态和灯光，但彩排
中，熊猫表演动作增多，需要解放关节
部位，于是创作团队又重新制作了6
对新腿。“北京冬天气温都在零下，演
员和木偶就在零下气温中，每天训练
10多个小时。”

2月6日，熊猫大木偶装车运往韩
国平昌。2月11日，许学术等10人作
为“技术担当”也前往平昌。2月17日
（正月初二），开始在韩国排练。“韩国
的排练场地气候恶劣，几乎每天都是
大雪纷飞、寒风凛冽，场地湿滑，操纵
大熊猫木偶的演员多次摔倒，也对道
具造成损伤。就需要不停地修护和调
整。”在最后呈现的表演中，演员与木
偶“人偶合一”，惊艳全球。

创新/

大木偶科技感十足
成就全球最大

25日大木偶亮相惊艳全球，同时
也让不少国人疑惑，这两只熊猫，究竟
是怎么做成的？“一开始我们接到的任
务就是制作带有科技感的发光熊猫。”
唐国良告诉记者，按照要求，制作出的
大木偶要经受极寒、阵风等极端天气
考验，承受坚硬冰面的撞击，还要满足
现场表演的特殊要求。人造纸藤、天
然白藤、竹篾条、铝合金丝、PVC仿真
藤条……制作团队几乎遍寻材料，反
复对比测试，在无数次失败后，最终确
定用铝合金管材和碳纤维条相结合，
配合LED串灯珠进行制作。

唐国良介绍，观众看到的熊猫“发
亮”，是因为熊猫木偶内置数千个
LED小灯，每一个粘贴在固定位置，
密布的丝线细得像纳鞋底的线。“这也
是川北大木偶300多年来制作技术的
一次创新。”唐国良感叹，当时40多人
的专家团队每天“批判式”提意见，才
完成这次创作。而这两只熊猫木偶，
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木偶。

“用科技成就创新展示传统文化，
这让我们木偶人感觉热血沸腾。”唐国
良透露，接下来，将组织专门队伍，继
续冬奥会后续合作，也会不停尝试，探
索更多科技和传统文化结合的创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杰

南充大木偶有幸登上冬奥会
舞台，缘起大木偶《国色天香》的
表演，并历经前后五次“相亲”。

“去年6月，在南充举办的嘉陵江
之春中国流行音乐节上，国色天
香人偶的演出，吸引了台下的评
委张树荣。”唐国良介绍，张树荣
当场拍下了大木偶的视频。不
过，唐国良并不知道，张树荣是冬
奥组委会的项目负责人。“在筹备
冬奥会北京八分钟表演过程中，
张艺谋导演想采用木偶、熊猫等
独具中国特色的元素，但一直没
有找到满意的团队。”于是，张树
荣将《国色天香》的视频发给了导
演组。

有红娘牵线，大木偶开始了
“相亲”。“第一次是去年9月6日，
张艺谋导演说，希望能以大熊猫
为主角进行一场大型表演，要求
制作一个编制结构的木偶道具，
高4米左右，直径2米左右，而且

要轻便有型、通体发光、操控自
如，具备强烈的科技感。”唐国良
说，剧院由创作室许学术主任牵
头开始制作，但试了很多材料都
不满意。于是9月中旬，他又前
往北京，就木偶重量等方面与导
演组进行探讨。

在做出第一只成型熊猫木偶
后，他们拍了视频给张艺谋导演，
又对熊猫比例、形象、表情等进行
反复修改。随后，制作团队终于找
到了碳纤维材料，做成型后，装车
从南充运往北京。“张艺谋导演看
了后，立即说这就是他要的感觉。”

最后一次“相亲”是10月，导
演组团队来南充，对熊猫木偶进
行最终“面试”，并进行了破坏性
摔打和零下低温测试，以便测试
材料、电池、灯泡等的性能。

就这样，经过 5次“相亲”，
“南充造”熊猫大木偶，终于与“北
京八分钟”喜结良缘。

大木偶亮相冬奥会
四川南充造

传承/

大木偶结缘冬奥会
经5次“相亲”

揭秘/

南充川北大木偶制作团队的成
员正在反复修改熊猫木偶。

为中国夺得唯一金牌的武大靖
（右）手举中国国旗在闭幕式上入场。

北京市市长陈吉宁（右）从国际奥
委会主席巴赫手中接过奥林匹克会旗。

两只亮闪闪的“大熊猫”是“北京八分钟”的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