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002200 .. 99 .. 11 星 期 二

编 辑 唐 舸 倪 卫 文10 文娱新闻

房 产 汽 车 黄 金 珠 宝 名 表 名 品

总部 ：河 南 南 路 ７５０号 Ｔ：６３７７２３０５
分部 ：昌里路 157 号 Ｔ：50560760
分部： 南泉路 1330 号 T：50393810
分部：金陵东路 420 号 T：33110300

天成典当 房 产 抵 押
隔 日 放 款

新闻

晨报
新闻报社广告部
地址：威海路 755号 1310室
电话：22895230 63515724
邮箱：xwbsgg@163.com

九月一日 星期二

东方卫视

07:00 看东方
09:14 妈妈咪呀精编
12:00 午间 30分
12:32 电视连续剧：安家
17:02 文娱新天地
17:23 名医话养生
17:47 诗书画
18:00 东方新闻
19:00 新闻联播
19:34 连续剧：生活像阳光一样灿烂
21:20 今晚

新闻综合

07:00 上海早晨
09:03 37集连续剧：铁家伙
11:30 案件聚焦

12:00 午间 30分
12:33 媒体大搜索
13:05 48集连续剧：我的真朋友
17:00 媒体大搜索
17:29 新闻坊
18:30 新闻报道 新闻透视
19:15 42集连续剧：三叉戟
21:00 案件聚焦
21:30 新闻夜线

体育频道

08:45 亲爱的，起床了
09:00 2016 欧锦赛 E 组第二轮:比利

时-爱尔兰
12:45 弈棋耍大牌
14:15 2016 巴西里约奥运会:女足 1/4

决赛:中国-德国
15:15 2020 中超联赛第一阶段第 8 轮:

上海上港-天津泰达
16:05 2019-20 赛季 CBA 决赛第一场:

电电视视 节目预告

(节目如有变化，
以电视台播出为准)

广东-辽宁
17:00 2020UFC 集锦
17:50 五星精彩
18:00 弈棋耍大牌
19:00 体育新闻
19:30 2020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比

利时站 8.30 大奖赛
21:00 环球马术冠军赛集锦-纽约站
21:30 体育夜线

财经频道

07:00 直播：财经早班车
09:00 直播：市场零距离
12:00 直播：财经中间站
16:10 《解码财商》
17:05 《第一地产-超级装》
17:30 《首席评论》
18:00 直播：今日股市
19:00 直播：谈股论金
20:00 直播：公司与行业

21:00 直播：财经夜行线
21:40 《第一地产-超级装》
22:00 《首席评论》

都市频道

08:23 开心全接触
09:25 新老娘舅·我要问律师
12:36 开心全接触
13:31 人气美食
13:49 X 诊所
14:53 嘎讪胡
15:57 人气美食
17:03 开心全接触
18:00 新老娘舅·我要问律师
19:00 嘎讪胡
20:02 人气美食
21:00 X 诊所
22:03 今日印象

音乐电影《红河的远方》亮相威尼斯电影节

晨报记者 殷 茵

随着木偶剧《花木兰》和音乐剧《面试》
的上演，“乡田同井·守望相助”抗疫公益演
出季迎来收官。为期 3 个月的演出季里，近
50 场演出，几十位艺术家站上重启的舞台，
向“疫路同行”的一线人员致以最高敬意。
在这个公益演出季中，上海文广演艺集

团集结旗下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海歌舞团、
上海杂技团、上海爱乐乐团、上海滑稽剧团、
上海木偶剧团、上海轻音乐团、上海音乐剧艺
术中心等 8家院团，带来了包括开幕演出舞

剧《朱鹮》、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话剧
《那年那时那座城》、音乐剧《面试》、滑稽戏
《哎哟爸爸》以及适合合家欢的木偶剧《花木
兰》、杂技《欢乐马戏》等精彩演出，并推出上
千张公益票，请来了抗疫一线的白衣战士、各
国驻沪领馆工作人员、在沪外国友人、公安干
警等共同欣赏。
“这是疫情以来我们第一次走进剧场”，

几个月前生死抢救犹在眼前，如今走进剧场，

令人心生无限感慨。出现在开幕演出《朱鹮》
观众席的钟鸣也同样如此，作为第一位驰援
武汉的上海医学专家，他在接受采访时谈道：
“我们能够共享这场盛事，是全社会共同努力
的结果。”
而身为《朱鹮》主演的朱洁静也兴奋地

感慨：“终于, 又闻到了舞台上熟悉的地胶味
道。”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上海马戏城、尚演

谷、艺海剧院……沉寂数月的剧场，在周全的
防疫措施下，也迎来久违的排队场面，无论是
主办方还是观众，都切身感受到演艺市场的
日渐复苏。
“或许是太久没有在一起，大家都显得

很兴奋，也很积极。”上海爱乐乐团带着《春
之祭》重返舞台前，乐手们对久别的舞台充
满期待。
而在木偶剧《花木兰》的演出后，不少观

众留下了自己的感言：“花木兰是替父从军，
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而我的太太是
一名援鄂医护人员，也是在国家最需要的时
候，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疫一线，我们全家都
为她感到很骄傲和自豪。《花木兰》让我进一
步认识到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应该站出
来，排除万难，取得最后的胜利。”
“乡田同井·守望相助”抗疫公益演出季

由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海广播电视
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
办，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京
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

“乡田同井·守望相助”抗疫公益演出季收官

近 50场演出致敬抗疫工作者

记者 陆乙尔

晨报讯 由蒋晓荣担任制片人，于荣光
监制，赵佳执导，于荣光、潘虹、高泰宇、朱晓
渔等主演的音乐电影《红河的远方》昨天曝
光海报，影片也将亮相今年的第 77届威尼斯
电影节，将在电影节市场单元首映，并入围
“FILMING ITALY BEST MOVIE”单元。

云南厚重的人文历史与秀美的自然风
光令人称奇。红河州更是历史悠久，风光秀
丽，文化底蕴深厚，千年哈尼梯田、千年临安
古城、千年建水紫陶等无不韵味独特，傲然
于世，音乐电影《红河的远方》以独特的艺

术形式，展现了红河风光与民族风情。清风、
流云、雨露、梯田、蓝天、飞鸟；青春、马帮、建
水古城十七孔桥、家乡妈妈的目光、围着篝
火载歌载舞……《红河的远方》中，传统与
现代、古老与时尚、民族与世界相融，氤氲出
“人在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的独特意境，通
过光影和歌声凸显了红河独特的秀美景象
与东方韵味，向世界生动展现了美丽中国与
多彩云南。
此次该片海报首度曝光，风格多元，各具

特色。其中，哈尼梯田盛景尤为吸睛，在大山
深深的褶皱里，无数座“田山”傲然屹立，蔚
为壮观。鳞次栉比的梯田，顺着山势蜿蜒，层

层叠叠，犹如道道天梯，从远远的山脚直挂山
顶云天。
哈尼梯田美在景色，红河之美更美在民

风民俗。于荣光、潘虹、高泰宇、朱晓渔等与红
河儿女亲密无间，其乐融融，拍摄的这张“全
家福”既展现了红河汉族、哈尼族、彝族为代
表的浓郁民族风情，更彰显了“民族团结一家
亲”的主题内涵。
《红河的远方》由云南润视荣光影业有

限公司出品，“荣光组合”蒋晓荣、于荣光多
年来一直心系红土地，携手创作了众多富有
云南符号、展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优秀
影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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