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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亲自操刀

诗词文化实景演艺
《归来三峡》明日开演

张艺谋导演的诗词文化实景演艺《归来三峡》将带给观众震撼的视听享受。

5 年前，著名导演张艺谋拍摄的文艺电影《归来》曾俘获了
大量影迷的心，豆瓣评分至今仍有 7.8 分。5 年后，张艺谋要在
重庆实现另一次归来了。昨日，市政府新闻办宣布，由张艺谋
担纲导演，以白帝城、瞿塘峡、夔门三大著名三峡景点为背景的
大型诗词文化实景演艺将在明日开演。

张艺谋亲自操刀耗时两年打造
诗词文化实景演艺《归来三峡》在去年 12
月已试演，当时共演出 16 场，接待游客 26417
人 次 ，平 均 每 场 1651 人 次 ，平 均 上 座 率 为
95%。
既然是以奉节实景为背景打造的演出，
那自然不能不提奉节特有的山水风貌。奉节
有三峡第一峡瞿塘峡和三峡的“山水之门”夔
门，同时，这里还有刘备托孤的千年古城白帝
城。
《归来三峡》位于长江三峡附近水域，演员
浮 台 超 过 8600 平 方 米 ，全 程 引 入 长 江 水 蓄
水。因此实现了所有演员都在水上表演，蹈
水、泼水、映水等节目内容实现了台在水上，
人在水中，将水元素运用得淋漓尽致，表达了
对华夏民族母亲河长江的崇拜和亲近。
《归来
三峡》各种精美的舞蹈，也展现了江峡儿女的
浪漫风情。
“整个制作过程可以说是漫长的，我们接
到邀请到最后呈现花了近 2 年时间。”在新闻
发布会上，
《归来三峡》制作方观印象艺术发
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威介绍，
《归来三峡》
实景演艺从一开始就是张艺谋亲自操刀，进
行了多次实地勘察，前后 10 次修改，最后才
呈现了出来。
同时，王威表示，张艺谋导演的“印象系
列”团队在实景演出的后期维护上也有着非常
丰富的经验，今后《归来三峡》的体验感会不断
调整，
不断升级。

取名
“归来”
有两层含义

《归来三峡》试演效果图。

“为何取名《归来三峡》？其实我们和张艺
谋导演也有过争论。”据奉节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李品雄介绍，最终取名“归来”主要是想表达
两层含义。
“ 第一层是告别三峡游后重回三峡
旅游，这个热点的归来。”李品雄说，1990 年代
三峡工程开工时曾掀起了告别三峡旅游的热
潮，此后三峡游一度趋于冷淡，
“ 但三峡蓄水
后，我们可以看到三峡的景观更加秀丽了。三
峡没有告别，如今三峡姿态更加迷人，我们希

希望明年来开演唱会，
《使徒行者 3》也安排上了

林峯现身《反贪风暴 4》重庆首映礼
昨日下午，由黄百鸣监制、林德禄执导，古
天乐、郑嘉颖、林峯等主演的电影《反贪风暴
4》，在重庆举行了首映礼，林峯、周秀娜、谭耀
文、夏嫣、栢天男等演员现身山城，和重庆观众
进行了互动，在接受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采访时，首次出演反派，林峯笑称“存了好多年
了，终于可以把内心爆发出来”，而再度与古天
乐合作，林峯说：
“ 古仔比以前更黑了，我没有
那么黑了。”对于未来的计划，林峯说准备明年
举行大型演唱会，
“重庆的观众非常热情，也非
常幽默，
希望明年能来重庆开演唱会吧！”

杂——林家栋是被古天乐亲手送入狱中，两位
仇人狱中见面是敌是友？林峯又是古天乐的
调查对象，古天乐如何才能接近林峯并取得信
任？林峯和林家栋又是狱中的死对头，古天乐
怎样面对两方势力？这些人物关系让观众们
始终想要探寻究竟，港片的快节奏更是让观众
们沉浸在一种紧张感之中。有观众就在观影
结束后表示，
“《反贪风暴 4》绝对是‘系列之
最’，不论是阵容、场面还是剧情，都给了我更
好的观影体验。
”

观影

和古天乐将再合作《寻秦记》

反贪风暴首次刮进监狱
电影《反贪风暴 4》讲述了古天乐饰演的
ICAC 陆志廉卧底狱中，调查取证林峯饰演的
罪犯曹元元与监狱惩教员私相授受的案件，最
终成功破获一起百亿贪腐行贿大案的故事。
《反贪风暴 4》不仅聚齐了前三部中的“反贪男
神”古天乐、郑嘉颖、张智霖、林家栋等，还有林
峯的惊喜加入。观影现场就来了很多林峯的
粉丝，不少观众都戏称，
“林峯的加入让电影的
阵容更加豪华，也让本来就非常高的主演颜值
上升到新的高度。
”
《反贪风暴 4》是“反贪”系列影片首次将
故事背景设定在“狱中”这一特殊的环境之下，
古天乐饰演的 ICAC 首席调查主任卧底狱中，
也面临着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危机挑战。古天
乐、林峯、林家栋被困狱中，三人的关系错综复

林峯

《反贪风暴 4》剧组主创与影迷合影。
上游新闻记者 高科 摄

在《反贪风暴 4》中，林峯首次出演反派角
框大银幕，林峯笑称现在和古天乐是“亲上加
色，他饰演的曹元元是一位入狱的富家子弟，
亲”了：
“ 我们现在是同一个经纪人，完全就是
在狱中也是横霸一方，心狠手辣就连监狱惩教
一家人，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其实
员也要让他三分。
“这是我首次出演反派，存了
很快在电影《寻秦记》中两人就将再次合作，林
好多年了，终于可以把内心爆发出来了。”林峯
峯也透露：
“现在一直在进行剧本的精修，很快
笑着说到，还一把搂过站在身旁的谭耀文，自
就会拍摄。”
曝演之前还特意找演过很多反派角色的谭耀
对于未来计划，林峯说准备明年举行大型
文请教：
“我怕自己拿捏不好，如果自己尝试很
演唱会，当被粉丝们问到会不会来重庆时，林
多不同的表演，就会让角色看起来不统一，所
峯说到：
“我刚才还在跟经纪人说，重庆的观众
以一开始一定要给角色一个准确的定位。”在
非常热情，也非常幽默，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
林峯看来，演反派最大的难度在于，
“ 不同场
但我们都感受到了，希望明年能来重庆开演唱
景、不同对手，这种感觉都不一样，一定要有准
会吧！”对于网上关于《使徒行者 3》的传闻，林
备的表演。”
峯也表示，现在自己的公司会和 TVB 有合作，
看过电视剧《寻秦记》的观众一定还记得， “《使徒行者 3》会是一个合作项目。”这也证实
古天乐和林峯在剧中有过合作。
“ 古仔比以前
了林峯将会出演《使徒行者 3》。
更黑了，我没以前那么黑了。”18 年后再次同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孔令强

望以这样一场实景演艺来启动三峡旅游的新
时代。”
李品雄表示，
“第二，这个‘归来’也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归来。整个《归来三峡》就是
以诗词为主线，古诗词辅以讲解的方式来呈
现。它摒弃了以往类似演出的泛娱乐化。
”

集中展现诗词意境诗人情怀
作为全国唯一的“中华诗城”，本次的《归
来三峡》实景演艺中，名诗名词名人自然也是
极其重要的元素。据介绍，本次《归来三峡》也
可以说是一场“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文化归
来。具体来说，
《归来三峡》以中华诗词为主线
和根基，选取了《春夜喜雨》
《登高》
《早发白帝
城》等十首经典诗词，以诗赋景、以诗怡情，打
造出了一个令人神往的诗意天地。
《归来三峡》的执行制作人郑俊杰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透露，相比之前的试演版，明日开
始演出的《归来三峡》升级不小，
“ 舞台上的 6
根柱子我们进行了影像化处理，另外新增了观
众互动。”郑俊杰同时特别推荐，山水实景和
《归来三峡》演艺本身融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这也可以说是现场最吸引眼球的一部分。
《归来三峡》共分十个篇章，集中再现了诗
词创作意境，展现了诗人的崇高情怀和人格魅
力。它的舞美设计回归了中国传统山水的意
境美。
据介绍，首先《归来三峡》的舞台设备使用
世界最先进的特效设备，在现场白帝城、瞿塘
峡、夔门三大著名景点都被赋予了灯光色彩，
形成了山水相映、华灯如虹的怡人景观。
据了解，
《归来三峡》以宫殿为主要背景元
素，在现场观众可以看到的是，63 座宫殿模型
在精准的高科技作用下，上下飘逸，组合成不
同的光电效果，厚重变成了灵动。它的舞蹈编
排也是以中华传统诗词文化为支撑，对中国古
典舞“翘袖折腰”
“ 闪转腾挪”
“ 舞袖翩跹”等形
态进行了动态塑造，以追寻文人墨客笔下的诗
歌意境。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裘晋奕

科幻文学四大天王
昨天有两位来重庆
本 报 讯 （重 庆 晨 报·上 游 新 闻 记 者
罗薛梅 张皓）
“刘慈欣的《三体》在其他地
方受阻，重庆一口气出了三本。”
“ 重庆是科
幻文学重镇，刘慈欣的书、我的书、韩松的
书，还有不少科幻作者的书都是重庆出版集
团出版的。”
“ 我最开始写科幻小说，也是因
为给十岁的儿子讲睡前故事，现编的。”昨
日，在第二届重庆市青少年 STEAM 科创大
赛启动仪式上，中国科幻文学四大天王中的
两位现身重庆科技馆，揭秘了自己和其他科
幻作家与重庆的渊源。
作为中国科幻文学四大天王之一的韩
松，是重庆人。他透露，之前，刘慈欣的《三
体》要出版，
“ 最开始受阻，在别的地方没法
出版，但在重庆一口气出了三本。还是重庆
开放、包容。”
曾创造了连续 6 年蝉联银河奖的王晋
康直言，
“ 重庆是科幻文学重镇，刘慈欣的
书、我的书、韩松的书，还有不少科幻作者的
书都是重庆出版集团出版的。
”
作为中国科幻文学四大天王中的两位来
到重庆，只有一个目的。
“鼓励更多的青少年
写科幻作品，
让更多的青少年看科幻作品。
”
“科幻文学不是科学知识，不教知识，而
是培养对科学的爱，孩子们很小，或许我们
不经意浇了一瓢水，他们就长成了大树。”王
晋康说。
“现在不少科技工作者，小时候都热爱
科幻作品。”韩松刚说完，王晋康就接上了
话，
“对，现在 30 多岁的科学家，好多都是科
幻小说爱好者出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