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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三毛流浪记》首演
三宝为流浪儿童发声

! ! ! !

本报讯 在布置成旧上海垃圾场的

舞台上，头顶三根毛发的小孩从破旧的

汽油桶中钻出，以清澈的歌声诉说饥饿

的心声。
$'

日晚，由音乐人三宝作曲、关

山作词的音乐剧《三毛流浪记》在北京保

利剧院首演，景冈山、孙莉、杨丽萍、黄志

忠等演艺界明星到场观看。该剧在忠实

于
'"

余年前张乐平创作的同名漫画原

著的基础上，将家喻户晓的“三毛”故事

以全新形式呈现，并赋予更多现实主义

的人文情怀。

创作初衷关注现实

音乐剧《三毛流浪记》改编后以“饥

饿”贯穿始终。剧中，三毛为能吃上烧饼，

先是做擦鞋童被人赖账，之后又被忽悠

去拍广告，还不小心中奖参加慈善晚宴，

结果还是什么也没吃上。饿晕了的他住

进医院，连梦里梦见的都是烧饼天使。三

毛和小伙伴们甚至还自愿前往监狱，却

又非常不巧赶上狱友们闹绝食。梦中追

烧饼、跑到观众席卖报纸等段落使剧场

里笑声不断。而所住的贫民窟被拆毁了，

他们只能用卖不出去的报纸当床当被裹

身而睡，可三毛仍然乐观以对，唱着“在

寒风不停吹的夜，全世界就躺在我身旁”

的歌词给自己希望，令人动容。观众们纷

纷被三毛虽遭受种种磨难但在内心对未

来的希望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所感动，

在演出结束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

“张乐平先生创作《三毛流浪记》，希

望能用漫画唤起人们对底层生活、弱势

群体生活的关爱，这也是我特别喜欢这

个题材的原因。”作曲家三宝在谢幕时向

观众表示，音乐剧创作的初衷也是希望

人们更加关注城市的流浪儿童，“音乐剧

有多种，不应该回避现实。”

坚持梦想音乐温暖

首演结束后，三宝率《三毛流浪记》

的主创团队接受媒体的采访，“我给今天

的演出打
&"

分”。作为他和金牌搭档关

山在《金沙》、《蝶》后联手创作的第
(

部

音乐剧，他肯定地说：“这是我们自己真

正想要做的第一部戏。”

三宝觉得，坚持做音乐剧是自己的

梦想，翻新一个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的故事，“其实是给大人看的，我希望，

观众走出剧场后会对这部剧留有回味，

在大都市快节奏的生活中稍稍关注一下

身边。”该剧非常年轻的“
&"

后”导演王

婷婷补充说：“我们其实不仅仅想表现一

种流浪，我们这些北漂的人，都是大都市

的流浪者。觅食寻求生活下去，每个人心

中都有一个三毛，不讲英雄主义，只要互

相关爱互相温暖就足够了。”

音乐剧与漫画的不同，除了对情节进

行详略筛选外，三宝看来，首先在于前者是

舞台表现形式，注重现场感，人物形象的符

号要十分强烈。他赞扬三毛、小癞子和小

姑娘的扮演者，当晚是联排以来舞台状态

最好的一次，尤其是三毛倔强而又坚强、骨

子里乐观且不服输，被表现得十分丰富。

同时，音乐剧的关键还在于要用音

乐推动剧情发展。三宝笑称：“一听就知

道是我的，只是因为希望能温暖些，所以

更清澈些。”

空中乐队巡演启程

当被问及“怎样才算一部好的音乐

剧”时，三宝开起了玩笑，“这是个一天一

夜都说不完的话题。”他表示，尽管音乐

剧在中国本身还没形成市场，但“我们相

信只要认真去做，就一定会有结果”。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现场的管弦和

摇滚乐队没有按惯例藏在乐池里，而是

以“空中乐队”的形式全面呈现在舞台后

方高台上，巧妙避免了占用过多空间或

是干扰观众视线，且让舞台呈现出多个

层次，显得更为精致和饱满。

据悉，该剧北京首演后，将赴青岛、

烟台、武汉等十多个城市进行
)"

场的全

国巡演，
&

月
!*

日至
!'

日将来常州连

演
(

场。 （张晶莹 何嫄文
!

摄!

“共和国脊梁”评奖没有收费

倪萍回应网络质疑：
! ! ! !

日前，针对倪萍获评“共和国脊

梁”，李承鹏提出异议，倪萍回应，“不配

拿这个奖，仅是沾了职业的光”；对于网

上评奖有无收费的疑问，倪萍称，“‘共

和国脊梁’评选未收费”。

李承鹏质疑倪萍摘奖

“共和国脊梁”系列活动于
%

月
$+

日颁奖。主持人倪萍、老艺术家田华、导

演张继刚、评书名家刘兰芳等
(""

多人

获评“共和国脊梁”功勋人物、杰出人物

等称号。

作家李承鹏在微博中对倪萍获奖

提出异议。
%

月
$(

日，倪萍在博客中回

应称，她获得的是“十大杰出艺术成就

奖”。“我的获奖感言是这么说的：和同

时获奖的田华老师、刘兰芳老师及张继

刚相比，我真的不配拿这个奖，如果能

退，这个奖我退了吧。我仅是沾了职业

的光”。

倪萍称不存在花钱买奖

有网友质疑此类评奖活动涉嫌“花

钱买奖”。针对网友质疑，倪萍表示，“共

和国脊梁”活动没收任何费用。如果真

的有“花钱买奖”行为，相关部门会查

处。另一“共和国脊梁”获奖者、国画家、

慈善家吴东魁表示，曾接到相关活动的

电话邀请，但没要求他缴费。

主办方称活动没收费

活动主办方包括中国经济报刊协

会、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中华文学基

金会等。活动组委会秘书长、中国经济

报刊协会副会长、影响力人物杂志社总

编辑刘学文说，“共和国脊梁”没有收取

费用。

霍华德决定下赛季加盟 CBA
魔兽出走 NBA

! ! ! !

北京时间昨天，“魔兽”德怀特·霍

华德下赛季决定来中国打球，他将借
&

月份的中国行对
,-.

俱乐部进行考

察，随后将做出最终决定。这一消息得

到了霍华德美方经纪人的独家证实。

据霍华德经纪人丹·费根透露：

“在
/-.

停摆之后，霍华德收到了来

自全球各地球队的加盟邀请，经过慎

重考虑，霍华德决定，如果
/-.

劳资

双方短期内不能达成协议的话，他将

在下赛季考虑加盟
,-.

球队。”

费根称，已有数支
,-.

球队与霍

华德方面取得了联系，“霍华德热爱中

国球迷，了解自己在中国的受欢迎程

度，他希望亲自体验中国联赛。霍华德

理想的加盟球队应该是一支
,-.

顶

级球队，他将在
&

月来华进行考察，随

后将做出决定。”

“魔兽”霍华德是
/-.

全明星扣

篮大赛冠军，更是最年轻的最佳防守

球员，这位身高
!

米
$$

的中锋
!++*

年进入
/-.

后就被视为联盟未来的

统治者，曾经获得全明星票王，上赛季

霍华德场均得到
!!01

分
$*

个篮板，

下赛季，中国球迷就将能够亲眼看到

霍华德亲吻篮筐的惊人弹跳和泰山压

顶的盖帽。

霍华德最终能跟哪支中国球队走

到一起，现在判断还言之尚早，费根表

示那一定是中国的顶级球队。当然，另

一方面，作为
/-.

顶级球员的霍华德

一定会考虑在哪支球队能得到最广泛

和最好的商业赞助商支持。

近日，德隆·威廉姆斯加盟土耳其

联赛，在
/-.

圈内引起轩然大波，如今

“魔兽”霍华德的来华决定，有望在
/-.

球员中引发地震般的效应。如果成行，

霍华德将成为加盟
,-.

的首位现役

/-.

巨星，不知道在他的带动下，还会

有多少
/-.

球员将扎堆前往
,-.

。

中国篮协最近初步决定，
,-.

下

赛季将取消集中挑选外援的制度，这为

霍华德这样巨星的加盟取消了障碍。

据
/-.

圈内人士分析，如果在
1

月
$)

日之前，劳资双方依然不能达成

协议，
/-.

赛季将铁定延期。不过，和

德隆·威廉姆斯一样，一旦
/-.

重新

开打，霍华德就将返回美国。宋辉

吴绮莉不惧林凤娇怒吼
称就算见到成龙也不尴尬

! ! ! !

据报道，吴绮莉带着
$!

岁小龙女

吴卓林重返香港是非圈，苦主成龙尚未

发表意见，但元配林凤娇已发出怒吼：

“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她。”但吴绮莉好

像不怕，她在接受香港《明报周刊》访问

时说，即使看见成龙本人也不会尴尬。

吴绮莉预定
%

月底回到香港，
&

月

主持无线电视的谈话性节目，会不会让

成龙当来宾？她起先四两拨千斤回答

说，公司安排任何人，都会尽量把工作

做好。后来问她会不会尴尬？她还反问：

“为什么要尴尬？我这个人，面对过去的

事就过去了，看见成龙或甄子丹都没有

分别，都是访问的对象。”

事后节目监制回应，节目会在
&

月
!%

日推出，吴绮莉会跟来宾聊婚姻、

感情和子女，但不会找成龙、林凤娇和

房祖名，但不排除小龙女亮相。房祖名

$'

日则被追问吴绮莉事件，表示没听

过妈妈林凤娇有意见，而父亲即使做错

事，身为一家人也会力挺，龙种事件也

会“步步为营”引以为鉴，日后就算见到

吴绮莉和小龙女也会打招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