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5日晚，由中国戏剧梅花奖“梅
花大奖”得主、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沈铁
梅领衔主演的现代川刷《江姐》，将在成都
首次公演。《江姐》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17
年度资助项目，自今年1月在重庆首演以
来，已在重庆各地成功上演20余场，沈铁
梅的精湛表演，震撼了观众，场场爆满。
此次沈铁梅率团赴蓉演出也将是《江姐》
首次走出山城来到成都公演，目前已引起
众多戏迷强烈反响，争相购票。

沈铁梅此次来川主演《江姐》，是一场
回“川剧娘家”的文化之旅，为了感谢成都
广大戏迷，对重庆市川剧院、对沈铁梅的
长期大力支持，对中国川剧进校园的文化
工程的支持，沈铁梅和主办方四川蜀蓉戏
剧社，联合邀请封面新闻的网友和华西都
市报读者朋友免费观看。凡是打进
028-96111和下载封面新闻客户端，您将
有机会获得门票。

另悉，此次《江姐》在成都的文化地标
——锦城艺术宫公演，将是沈铁梅川剧在
这里的最后一场大型公演。“让我再多看
一眼锦城艺术宫！”

沈铁梅是中国剧协副主席、重庆市文
联主席、重庆市川剧院院长、三度梅大奖
获得者、川剧《江姐》主演。此次来川公
演，得到了著名剧作家魏明伦、著名川剧
变脸大师彭登怀、著名表演艺术家余开
元、著名表演艺术家陈智林、四川省剧协、
四川省人艺、成都市文化艺术学校、成都

市川剧名人张庭秀、成都列五中学校长吴
光平，以及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著名
文化活动策划人李京梅和夏禹、川剧名家
王玉梅、康勇、锦城艺术宫等多个单位和
个人的大力支持。

魏明伦表示，沈铁梅作为杰出表演艺术
家，率重庆市川剧院来川公演现代川剧《江
姐》，我是大力支持的。我要亲自去捧场！

现代川剧《江姐》是根据阎肃先生所
编写的歌剧《江姐》剧本，以川剧艺术形式
重新排演的。沈铁梅用精湛的表演艺术、
精美动人的唱腔，塑造的新江姐形象令观
众无比期待。

此番率重庆市川剧院的强大阵容来
蓉演出，这位川剧大师表示，自己“有回家
的感觉”。沈铁梅说，她非常喜欢成都的
观众，“每次来演出都会返场。我还记得
自己获三度梅时，曾在西南剧场表演，
1200人的场地全满，还挤进来100多人，
对于传统艺术来讲，这种人气很不容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还了解到，
除了川剧《江姐》公演外，川剧进校园·四川
蜀蓉戏剧社中小学生戏曲传承成果展也将
同时举行，观众不仅能看到四川蜀蓉戏剧
社戏曲传承基地学校孩子们的精彩演出，
还能欣赏到四川今年参加第22届中国少
儿戏曲小梅花的5个精彩戏曲节目，这是
四川省中小学生首次参加中国少儿戏曲
最高赛事并一举夺得5朵小梅花金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恩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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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博将亮相
《国家宝藏》

第二季
32万件藏品令人期待

9日晚，央视《国家宝
藏》节目官方微博宣布第
二季正式启动，继续讲述
5000年多源头中华文明
的版图。故宫博物院及河
北博物院等全新亮相的8
家博物馆（院）携“宝”而
至，“解国宝的前世今生，
读民族的传奇故事，探寻
并见证那个使我们之所以
成为我们的答案”。值得
一提的是，四川博物院也
名列其中，即将精彩亮相。

10日，记者从川博了
解到，国家宝藏栏目组将
于11月来蓉拍摄。馆藏32
万多件文物的四川博物
院，将有哪些“蜀宝”入选，
着实令人期待。

《国宝》第二季启程
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

发布会上，院长单霁翔感
慨万千：“通过《国家宝藏》
第一季，我们九大博物馆
都捷报频传，观众人数迅
速增长，年轻观众迅速增
长。它不但改变了我们观
众欣赏综艺的一种态度和
一种感受，而且改变了博
物馆的思维方式。我们就
是要像总书记所说的，让
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
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
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
起来，它们一定要活在当
今的社会中，活在人民的
生活里，才有生命力。”

如果说第一季最难的
是没有方向的全新原创，
那么第二季最难的，则是
苦于如何自我提升中的

“变与不变”的纠结和抉
择。《国家宝藏》的答案是：

“我们真的一点儿都没
变！ ”

观众还将看到熟悉的
舞美、熟悉的环节、熟悉的
001号讲解员国立叔，听到
熟悉的来自那英的《一眼
千年》，以及会让很多粉丝
单曲回放一整晚的背景音
乐。与之同时，“国宝盒
子”会以更为震撼的体量
和视效呈现在观众眼前；
节目会融入音乐剧、舞剧、
民族器乐剧等更多艺术手
法，让国宝活起来的方式
更丰富；会请上不一样的
27组国宝守护人，讲述不
一样的国宝、不一样的荡
气回肠、前世今生；未来，
《国家宝藏》还会将节目音
乐集结成专辑回馈观众，
并在每期节目为广大粉丝
增加一个抒发心中感慨的
尾声，在线上线下为大家
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互动
空间。

川博国宝令人期待
究竟哪些文物将亮相

《国家宝藏》呢？川博馆藏
丰富，国家一级文物多达
1404件，展示了巴蜀古国
的神秘与神奇。川博院长
盛建武卖关子说：“2000
多年前，巴蜀大地上的古
蜀先民就过上了美好幸福
的生活，司马迁《史记》中
记载‘水旱从人，不知饥谨’，
大量的画像砖、画像石、陶
俑上得到印证。四川是一
个人才辈出的地方，著名
画家张大千出生于四川，
川博有642件张大千作品，
数量之多位居全国博物馆
之首。”

这不是央视第一次向
川博伸出橄榄枝。此前，
央视《如果国宝会说话》第
二季开播，在包括曾侯乙
编钟在内的25件文物中，
来自四川博物院的战国水
陆攻战纹铜壶率先在第一
期节目中亮相。这件青铜
壶最大的价值在于壶身上
栩栩如生的宴乐、攻战、狩
猎等图案，令人大开眼界。

这次《国家宝藏》第二
季未播先火，节目组尚未
入川开拍，网友们就在川
博官微下贡献锦囊妙计，
力挺象首耳兽面纹铜罍、
赵佶《腊梅双禽图》、张大
千《仕女擁衾图轴》等文物
入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曾洁

现代大型川剧《江姐》15日成都首演

福利来了！
川剧大师沈铁梅 请封蜜免费看戏

“川剧表演艺术家沈铁梅，请您10月15日免费观看现代川剧《江姐》！”

“让我多看一眼成都文化地标锦城艺术宫！”
记者从四川蜀蓉戏剧社独家获悉，四川省蜀蓉戏剧社主办的中小学生戏曲传承

成果展演暨重庆市川剧院现代大型川剧《江姐》成都首演，将于10月15日、16日在
四川省锦城艺术宫连演两场。

1 直接点击本条新闻中最
后一张图片，生成属于你
的专属兑换码。

注意

打开封面新闻客户端，在
【我的】里进入封蜜 club，
在置顶位即可进入活动，
点击文章内的活动链接，
生成兑换码。

参与方式
这里我们提供了2种在

封面新闻里找到活动入口的
方法，可任选其一：

下载封面新闻APP，进
入封面新闻后——

2

活动时间：2018年10月11
日9点至10月12日18点

兑换时间：2018年10月11
日9点至10月12日18点（逾期
不领视为主动放弃）

兑换地址：成都市锦江区红
星路二段70号8楼b区 运营中心

拿到自己的专属兑换
码需到兑换现场进行
兑换，同一账号仅能领
取一次！数量有限，先
到先得，发完即止。

姑娘们把美国队打崩了
中国女排3：0完胜，提前一轮晋级六强

北京时间10月10日晚，2018女
排世锦赛复赛F组结束了第三轮角
逐，发挥出色的中国女排以3：0力克
七连胜的卫冕冠军美国队，三局比
分分别为25：17、26：24、25：18。此
役的胜利，不仅终结了美国队的连
胜势头，也打破了三大赛近10年逢
美不胜的尴尬纪录，并且，中国女排
以7胜1负积21分升至积分榜次席，
即使末轮完败俄罗斯，也将凭净胜
局的优势力压同获21分的对手，因
此，中国女排已提前一轮锁定了6强
席位。

跻身六强
先完成一个“小目标”

以小组第三的成绩进入到复赛阶
段，面对着美俄双重阻击，在赛前不被
看好的情况下，女排姑娘们仍然凭借
着顽强的作风取得了关键战役的胜
利，避免了与俄罗斯在末轮进行“生死
战”，也完成了教练郎平在出征前定下
的“小目标”。

本场比赛，中国队拦防表现都很
优异，进攻多点开花，全方位压制了美
国队的发挥，尤其是限制了主要得分
点希尔，美国队在失去中流砥柱的情
况下，失误频频，被打得没了脾气。

是役，中国队一改往常开局慢热
的状态，进攻火力十足，在第一局打出
几波小高潮，并以25：17的分差拿下首
局的胜利。进入第二局，美国队将状
态不佳的希尔换下后，进攻有所改善，
双方一度打得十分胶着，但中国队仍
以25：24拿下第二局。到了第三局，美
国队彻底被打“崩”，中国队趁胜追击，

一路大比分领先，最终将比分锁定在
25：18。

根据赛后的技术统计，朱婷斩获
19分荣膺得分王，接应龚翔宇拿下14
分，副攻颜妮贡献11分，副攻袁心玥和
主攻张常宁同获8分。此前在与泰国
一役中担任“奇兵”角色的接应龚翔
宇，本场比赛延续了状态，进攻抢眼，
分担了不少朱婷身上的担子。

打破纪录
对阵美国从来不“虚”

女排姑娘们在三大赛上面对美国
队已经有十年未尝胜绩，上一场还要
追溯到2006年的世锦赛。

四年前的意大利米兰城，美国女
排正是在决赛中3：1击败中国，首次捧
得世锦赛冠军。美国队注重防反，战
术成熟，且整体性强，速度快，希尔和
拉尔森都是发球好手，十年间已经成
为了中国队的一大“苦主”。

事实上，当年的中国女排反而是

美国队的“克星”。1984年，中国队正
是在决赛中3：0击败美国队，才第一次
登上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1996年亚
特兰大奥运会，郎平挂帅中国女排在
小组赛以3：1击败了美国队，最终闯入
决赛。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与美
国在小组赛相遇，以3：1胜出，而正是
在这一届，中国女排时隔20年再夺奥
运会冠军。

有言在先
不给对手机会“做局”

第三轮过后，F组的形势已经逐渐
明朗，意大利和中国队都已经提前晋
级，美俄争夺最后一个出线名额。明
日复赛第四轮，美国对阵意大利，俄罗
斯对阵中国，美国队目前7胜积19分暂
列小组第三，俄罗斯6胜积18分暂列小
组第四。如若意大利队赢了美国队，
中国队输给俄罗斯队，美国队则将被
淘汰；反过来说，假如意大利输给了美
国，中国队拿下俄罗斯，出局的就是俄

罗斯了。
在此战之前，F组的形势仍然是四

支队伍捉对厮杀，理论上谁都有被淘
汰的可能性。泰国、土耳其、保加利
亚、阿塞拜疆已提前两轮出局。小组3
支出线队伍将在中国、意大利、美国、
俄罗斯中产生，出线形势从原先的8进
3简化为4进3。本轮赛前，考虑到对手
强大，外界一度将中国女排对阵俄罗
斯看作是争夺最后一个晋级名额的

“生死战”，并且担心美、意、俄有“做
局”的可能性。

但事实证明，作为奥运会冠军、世
界杯冠军的中国女排，从来不需要打
小算盘，正如教练郎平所言：“还不知
道谁让谁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钟雨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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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中国队球员在比赛中庆祝得分。

有人以为这是世锦赛一大冷门……

沈铁梅在川剧《江姐》中扮演江姐。

本场比赛得分王朱婷在比赛中爆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