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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将军”碰到“希孟”，“青绿”遇到“花木兰”，他们会聊些什么话题？
昨天上午，舞蹈诗剧《只此青绿》3位主演孟庆旸、张翰、谢素豪来到老外滩婵那艺旅空间，与宁波

歌舞剧院演员夏天、王钰进行交流，年轻的舞者们共同探讨传统文化的文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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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剧院演员夏天、王钰进行交流，年轻的舞者们共同探讨传统文化的文艺创新。

“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创新的宝藏”
《只此青绿》与《花木兰》主演共同为中国传统文化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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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月前，《只此青绿》在宁
波开票后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
注。在甬城剧迷的高热情追捧
下，从6月9日开始，该剧一口气
在宁波上演了 4场。而昨晚，
《只此青绿》在文化广场大剧院
进行宁波站的收官演出。

“第一天开演时，我就去看
了。”舞剧《花木兰》卫将军饰演
者夏天和张翰是好友，双方经常
互相交流。谈及观看《只此青
绿》的感受，夏天说，当剧中“展
卷人”刚出场双手颤抖着打开画

卷时，他彻底被震撼到了，“一瞬
间，眼泪就下来了”。夏天说，在
舞台剧中，有时也就简单的几个
动作，就把中华传统文化深厚的
底蕴展现出来了，“观众对历史
的厚重感、敬畏感油然而生”。

在两个小时的观看过程中，
夏天呈欣喜若狂状，好几处地
方，他都没能忍住……夏天表
示，《花木兰》与《只此青绿》讲述
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题材，虽然
侧重点不同，但表达的都是中国
人的传承精神，都值得后代去保

持和传承。
在《只此青绿》中饰演“青绿”

的孟庆旸，之前也看过几次舞剧
《花木兰》，她认为通过这部剧可
以看出宁波的艺术氛围和格局是
非常高的，这部剧让全国观众记
住了宁波的演出团队。“可以说
花木兰在舞蹈界是‘嘭’一下就
起来了，也让宁波演艺集团一下
就燃起来了。”孟庆旸说，宁波的
演出团队非常优质，演员都非常
好。她期待后面有机会可以再次
走进剧场，再追一遍《花木兰》。

短剧《元宇宙·恋语》
象山热拍
关芯化身游戏美工师

最近，精品短剧《元宇宙·恋语》正在象
山影视城热拍中。该剧由朋克执导，杨紫彤
编剧，赵文浩、关芯领衔主演，讲述了游戏美
工师安美意外进入游戏世界，与NPC男神
陆汀之间相互治愈的爱情故事。

该剧主创阵容值得关注。导演朋克曾
任视觉效果总监，先后参与制作《速度与激
情5》《阿凡达》《加勒比海盗4》《金陵十三
钗》等多部知名大片。首次执导的网剧《限
定24小时》以及近期执导的《法医秦明之无
声的证词》播放量近12亿；摄影指导何明担
任过《亮剑》（新版）、《疯狂72小时》等多部
口碑作品的摄影；美术指导阿华也是业内知
名美术指导，曾参与《步步惊心》《怪侠一枝
梅》《传闻中的陈芊芊》等多部口碑热度双高
的影视剧作品。

昨天，朋克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在信
息碎片化时代，短剧凭借更紧凑的剧情表
达、颇具创意和高信息密度的情节设定悄然
走红，2022年已然开始向精品化发展。“短
剧赛道目前主要针对女性受众，多古装、甜
宠类型，题材同质化相对严重。所以这部剧
我们独辟蹊径，将悬疑与爱情相融合，再结
合元宇宙的大世界观构造，相同的空间、不
同的次元，在现实与虚幻中交错展开悬疑爱
情故事。”

职场小萌新与高冷霸总的人物设定对
短剧观众具有天然的吸引力。没正经谈过
恋爱，有些小拖延症，对游戏中的二次元男
神陆汀情感深厚的女主安美，可以说是生活
中很多女孩的现实写照。饰演安美一角的
是青年演员关芯，她曾在热播剧《微微一笑
很倾城》中饰演小雨妖妖，后陆续出演了《醉
玲珑》《宸汐缘》等剧集，在近期芒果热播剧
集《良辰好景知几何》中饰演集万千宠爱于
一身的萧家小姐萧书仪，令观众印象深刻。

表面腹黑高冷，但内心柔软的完美
NPC男神陆汀则由新生代实力小生赵文浩
饰演。他曾在《赵氏孤儿》中饰演“赵孤”一
角，与葛优对戏毫不示弱，此后参演《鸿门
宴》《古剑奇谭》《失孤》等大银幕作品。
2019年参加《演员请就位》加入陈凯歌导演
组，出演陈凯歌原创作品《红尘》饰演子春。
此次饰演的陆汀本是双商超高的霸总，但意
外得知自己只是游戏世界被设定出来的人
物时，对自己无法主宰命运充满了不甘，决
心逃离游戏世界。游戏NPC的觉醒心路历
程如何呈现应该会是个亮点。

记者 吴丹娜 通讯员 吴宙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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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资深文旅专家陈民宪
也参加了交流。他说，《只此青
绿》来甬巡演，打造出了现象级
的舞台文艺作品。“向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致
敬！”这句谢幕词让他非常感
动。“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是
一代代文艺工作者肩负的职责
和使命。”他认为，中国的优秀传
统文化就是今后文化创新的宝
藏。“《只此青绿》就是一个标杆，
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陈民宪

说，甬剧是宁波的地方传统戏
曲，希望今后也能打造出现一些
现象级作品。

“《花木兰》和《只此青绿》的
编导均为周莉亚、韩真，大家相
聚在宁波就是缘分。”宁波演艺
集团董事长林红表示，她也期待
今后宁波演艺集团可以与中国
东方演艺集团加强交流合作，打
造出更多精品文艺项目。

“甬剧是我们宁波的传统
剧，此次有机会做这样的交流

活动，也可以让我们的甬剧向
经典舞台艺术进行取经学习。”
婵那艺旅空间负责人希丹也是
一位甬剧演员，目前这个空间
也是甬剧创新实践展示基地。
她说，打造这样的文旅空间是
希望让更多高品质文艺项目可
以来宁波交流研讨、让更多优
秀艺术作品可以在宁波落地，
让更多游客了解宁波深厚的文
化底蕴。

记者 施代伟 文/摄

期待更多现象级作品

两剧主演互相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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