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在中国内地电影市场上，国

庆档已成为仅次于春节档的第二大节日

电影档期。2019年国庆档票房44.66亿

元，创造了中国电影史国庆档票房最高

纪录。2020年国庆档票房39.67亿元，

2021年国庆档票房43.88亿元。如此重

要的档期，自然备受电影业界和全国观

众的关注，今年也不例外。但受疫情等

因素的影响，重要档期的重磅影片定档

时间越来越晚。千呼万唤之中，一波三

折之后，9月27日，今年国庆档的神秘

面纱终于揭开，《万里归途》《搜救》《平凡

英雄》《钢铁意志》4部题材各异的真人

故事片与《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5：我

的外星朋友》《我是霸王龙》《新灰姑娘

2》3部风格不同的合家欢动画片，将在

“十一”假期为观众带来光影盛宴。

《万里归途》由饶晓志执导，秦海燕、

史册、雷志龙、步京委编剧，郭帆、王红卫

监制，张译、王俊凯、殷桃领衔主演，成泰

燊、张子贤、陈昊宇、王迅、万茜、李雪健

等主演。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

了北非努米亚爆发战乱，前驻地外交官

宗大伟与外交部新人成朗受命前往协助

撤侨的故事。该片主创阵容强大，题材

和背景与《战狼2》相似，但并非后者那

样的枪战动作大片，而是更侧重文戏。

此外，该片先行发布的王菲演唱的主题曲《归

途有风》悄然走红，也为影片带来一定热度。

《搜救》由香港导演罗志良编剧导演，甄子丹领

衔主演并担任监制，韩雪、贾冰、唐旭、侯天来、

徐光宇、蔡心、林辰涵、胡明等联袂主演，讲述

了深圳游客阿德一家人冬天自驾车去东北长

白山旅游，因为阿德的过失导致8岁的儿子走

失，阿德夫妇紧急向警方求援，和搜救警察及

雪域搜救队一起历经艰险、不离不弃，创造生

命奇迹的故事。《平凡英雄》由陈国辉执导，游

晓颖编剧，李冰冰、冯绍峰、林永健、帕尔曼·帕

热哈提、艾尔番·艾则孜领衔主演，该片根据

“救助救治新疆和田断臂男孩”的真实事迹改

编，讲述了一位7岁男孩因为意外断臂，在

“黄金八小时”内跨越1400公里，从和田到

乌鲁木齐最终接受救治的动人故事。《钢铁

意志》由宁海强执导，孙浩编剧，刘烨、韩

雪、张国强、林永健、李沛恩主演，讲述了面

对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建设对钢铁的迫切

需求，中国共产党人团结专家，带领鞍钢职

工，克服重重险阻，在最短时间内生产出新

中国第一炉铁水，为新中国钢铁事业发展

作出突出贡献的故事。

三部动画电影则是典型的亲子合家欢

作品。由央视动漫集团打造的“新大头儿

子”系列第五部动画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

头爸爸5：我的外星朋友》融合航天题材和

家庭元素，以与众不同的方式讲述亲子故

事。与以往4部相比，第5部在内容、制作

等方面都进行了升级。片中，不仅有多重

形式的宇宙探索与尖端科技装备陆续登

场，还运用丰富的色彩呈现出童趣童真的

太空星球场景，为小朋友们开启绚烂的航

天梦想之旅。《我是霸王龙》将为小朋友带

来一场恐龙之王的巅峰对决。影片将故事

背景放在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打开

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恐龙新世界，生动再现

了奇特而壮观的史前时代。值得一提的

是，影片中50种栩栩如生的恐龙都是通过

CG技术制作而成的。《新灰姑娘2》前作于

2018年上映，此次时隔4年再次回归，令人期

待。这部改编自全球经典IP的童话电影，延

续了前作的唯美梦幻画风，在故事情节上也有

新的升级，灰姑娘与魔法师伙伴为拯救王子将

展开一场冒险之旅。

对于广大观众来说，尽管《长空之王》突然

撤档令人遗憾，但《搜救》在最后时刻闯入国庆

档后，今年国庆假期仍有上述7部影片上映，

题材和类型相对丰富，基本能够满足观众在国

庆档和7天长假的多元观影需求。“众人拾柴

火焰高”，在内地影市档期效应愈发突出的当

下，上述7部电影将提振信心、携手共进，共同

助力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红红火火。（许莹）

秋风送爽，金桂飘香，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3周年,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国庆7天

长假里，首都多家艺术院团将带来多场精彩演

出，好戏连台与广大京城百姓共度佳节。

10月1日至7日，由中国国家话剧院与国

家大剧院、央视网合作推出的国话首部文献话

剧《抗战中的文艺》将在国家大剧院首演。该剧

由田沁鑫导演，叶小纲作曲，秧禾之文工作社

编剧。全剧以波澜壮阔的笔触展现了1931至

1945年的14年抗战岁月中，胸怀爱国之志的

文艺家们为寻找中国出路的求索、挣扎与奋

斗，以当代舞台语汇展现了民族危难时期中国

文艺的精神和力量。该剧以历史中真实的人物

为剧中角色原型，涉及鲁迅、郭沫若、茅盾、巴

金、老舍、曹禺、田汉、夏衍、欧阳予倩、洪深、聂

耳、冼星海、丁玲、张瑞芳、舒绣文、白杨、秦怡

等众多文艺名家，展现了左翼文学、戏剧、电

影、音乐、美术等各艺术样式。作为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给中国国家话剧院艺术家回信精神的

行动之一，该剧也是剧院艺术家和优秀中青年

演员们的一次集体亮相，“谨以此剧献给抗战

中的文艺工作者们”。

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福建省委宣

传部、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国

家大剧院联合出品的原创民族歌剧《山海情》

9月30日至10月5日在国家大剧院首演。该

剧根据2021年热播的同名电视剧改编，讲述

了上世纪90年代，在“吊庄移民”政策下，宁夏

西海固百姓迁徙至闽宁、又在福建对口帮扶下

实现脱贫的故事。歌剧《山海情》的创作得到了

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的支持，剧本在原作基

础上充分融入歌剧艺术特点，极大程度还原了

原剧中的情节与人物，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取得的历史性成果。

该剧由孟卫东作曲，易茗编剧，吕嘉指挥，王筱

頔执导，剧中得福、水花等角色由歌剧演员王

宏伟、龚爽等担纲演出。

国庆期间，北京人艺在首都剧场、北京人

艺实验剧场、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人艺小剧场

等还为广大观众准备了人艺精品剧目，如郭启

宏编剧、冯远征导演的历史大戏《杜甫》，伊非

编剧、北京人艺已故原院长任鸣生前导演的原

创小剧场话剧《燃烧的梵高》以及 A.盖利

曼（苏）编剧、冯远征任艺术指导、杨佳音导演

的纪念和致敬中国小剧场戏剧40周年的新排

话剧《长椅》等。

除戏剧演出外，“十一”期间国家大剧院以

及首都多家艺术院团还推出了专场音乐会及

丰富的戏曲演出等为祖国庆生。其中，国家大

剧院的国庆音乐会于9月30日至10月1日上

演。音乐会由北京交响乐团演奏、指挥家谭利

华执棒。演奏曲目包括管弦乐《我爱你中国》、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选曲、《长江之歌》、轻歌

剧《黑桃皇后》序曲、《1821庆典序曲》等。10月

3日至4日，国家大剧院还将分别推出中国广

播民族乐团的《大河九曲》大型民族交响音乐

会和国家大剧院“中华情怀·民乐名家”系列王

中山古筝专场音乐会，以音乐来表达艺术家对

祖国大好河山、风土人情与民族文化的礼赞。

国庆当晚，国家京剧院的《京剧名剧名段

演唱会》将在梅兰芳大剧院上演。演出将汇集

张建国、袁慧琴、李海燕、江其虎、田磊等国家

京剧院中青年艺术家，以三个篇章二十余个京

剧名段为观众献上一台行当齐全、精彩纷呈的

演出。此外，国家京剧院2022年“秋之韵”演出

季作为国家京剧院每年国庆期间的“保留节

目”，也将继续以国粹诠释传统美德、精心演绎

中国故事，为广大观众带来《白蛇传》《锁麟囊》

《大闹天宫》《麒麟山》等传统大戏以及《扈家

庄》《时迁盗甲》《收关胜》等武打折子戏。

10月1日至2日，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将推

出中国评剧院的红色剧目《血火征程》和经典复

排剧目《钟离剑》。10月1日至7日，北京京剧院

将分别在长安大戏院、吉祥大戏院、中山公园音

乐堂、北京大兴剧院等演出23场，包括京剧《庄

王求将》《三娘教子》《红娘》《孝感天》《蝴蝶杯》

《四郎探母》《卧虎沟》《清官册》《游龙戏凤》《高亮

赶水》《春闺梦》《红鬃烈马》《锁麟囊》《战太平》

《群英会·借东风》《凤还巢》《穆桂英挂帅》等，以

及朱绍玉作品专场“光辉岁月——献礼祖国生

日·北京京剧院经典作品演唱会”等，以精彩演

出向新中国73岁生日致敬。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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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丰富演出亮相舞台

究竟何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论者众多，

各有角度。田本相先生这样阐释：“这个学派不

仅创造性地汲取了哥格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

及中国戏曲的导表演体系中的精华，而且汲取了

中国话剧艺术发展的历史经验并集其大成，终于

创造了具有自己的艺术审美个性并具有浓厚民

族特色的导表演体系和方法。同时，更提炼、升

华、概括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富有创意的民族话剧

的美学思想体系。”田本相先生的这个观点，也被

《北京人艺演员谈表演》一书（中国文联出版社，

2022年6月）的序言所引用。由北京人艺和中国

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共同推出的这部书，从表

演的角度出发，将田本相先生以及其他论者关于

“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理论阐释具体化地呈现

出来。正如序言所说，“表演水平是一个剧院艺

术水平的重要表征，演剧学派也好，京味儿话剧

也罢，离开了表演就无从谈起。”诚哉斯言。

《北京人艺演员谈表演》共收录16位演员的

经验之“谈”。16位演员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已

经去世的，包括于是之、刁光覃、朱琳、英若诚、董

行佶、朱旭、林连昆、谭宗尧；二是高龄的，如郑

榕、蓝天野（书出版前健在，今年6月去世）；三是

仍活跃在北京人艺舞台上的演员，如濮存昕、杨

立新、冯远征、吴刚、何冰、徐帆。前两类演员，由

编者从他们的文章和著作中，精心选择紧扣本书

主旨的内容，来呈现他们对表演理论的理解；第

三类演员，则进行具有深度的访谈。由此，全书

在呈现形式上存在两种样态，但是由于紧扣“谈

表演”这个主题，这两种样态并无跳脱之感，而是

相谐相生。

看到这16个闪光的名字时，我们对他们的

“谈表演”便自然而然地生发出发自内心的期待与

信赖，因为他们的表演实践，和其他未能收录进本

书的其他北京人艺演员的表演实践一起，将“北京

人艺演剧学派”的风格生动活泼地呈现在舞台

上。本书由此提供了一个体察“北京人艺演剧学

派”的独特视角。其实不独“北京人艺演剧学派”，

没有哪一种演剧学派是不以表演为载体的。

从于是之谈“如何扮演程疯子”的讲述中，可

以看到他对于焦菊隐先生演员体验生活“应先找

类型，最后形成典型”重要观点的摸索、理解和发

扬，特别是他自陈“奢望一下子找到典型”的“毛

病”，以及对这一“毛病”的克服，对于当下演员具

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而关于焦菊隐先生著名

的“心象”说，于是之在程疯子的塑造过程中既遵

循“心象”说，又对“心象”说有所发明，在“心象”与

“形象”的关系上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可以说，作

为全书开篇的这篇于是之谈表演，对“北京人艺演

剧学派”的艺术审美个性、浓厚民族特色、民族话

剧美学思想体系等方面，都结合创作实践进行了

条分缕析、具体生动、深刻深入的讲述。而它所涉

及的诸多命题，在其他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员的讲

述中，均以不同角度得到展开，引人深思。

无论现实主义如何“诗化表达”，体验生活都

是最基本的出发点。不少演员都强调了体验生

活的重要性。比如郑榕结合《龙须沟》的表演谈

“生活，是创作的出发点，也是最后表演的着眼

点”，提出演员既要有表演生活的基本功，又要有

认识生活的基本功；蓝天野结合《茶馆》的表演，

提出“演员在舞台上还是要演一个个活生生的鲜

明人物，需要积累生活，体验生活”，提出“知识、

生活、文化，缺一不可”。谭宗尧认为，要重视生

活感受，给人物以信念和“活气”。由此我们就可

以理解，北京人艺的舞台上，为什么总是能上演

引发观众强烈共鸣的一台台好剧。

而要实现从生活到艺术的嬗变，演员本身的

创造力至关重要。这个创造力最外在的是演技，

而内在的则是综合素养。于是之关于“从长远看

决定一个演员命运的是修养”的观点，既是对焦

菊隐先生的思想的回应，更是对自己表演实践的

总结。蓝天野也强调“演员必须加强文化修养”，

在他看来，提升文化素养，“关键的事情是好读

书，多读书，读好书”。林连昆认为表演艺术家应

该具备三方面条件：第一是生活经验丰富，第二

是表演技巧娴熟，第三是文艺修养深厚。文艺修

养为什么重要？在林连昆看来，这是因为要从深

层次的内心层面和人物所处时代的社会层面深

入考量对人物的理解和认知，无疑是需要深厚文

艺修养支撑的。濮存昕认为，演员用自己的能力

和认知在舞台上演绎真善美，揭示假恶丑，但塑

造出来的样子是不是美的，“要靠文化和修养的

积淀”，为此必须广泛地学习和阅读。徐帆谈戏

曲学习的体验和运用，生动展现了戏曲对她的塑

造。通过这些演员的讲述，我们就理解了北京人

艺为什么被称为有文化的剧院。本书中这十几

位演员，正是有着强烈文化自觉、深厚文化修为

的典型。

北京人艺是赢得观众衷心拥戴的剧院。6月

12日，院庆70周年《茶馆》演出，5000万人次进

入直播间，这就是观众的选择。观众成为北京人

艺艺术生态中极为重要的元素。书中各位演员

对表演与观众的关系，也作出了深刻解读。刁光

覃认为，表演的任务是用自己所理解的东西说

服观众。而虚伪和错误的东西，根本没有说服观

众的可能。郑榕表示，舞台的魔力能囊括整个剧

场，催眠上千观众，“让观众的心随着演员的心

来跳动”。董行佶深入解释了为什么“戏是演给

观众看的”。他认为，不能不加分析地过分强调

“在舞台上真实地生活”，因为舞台上的一切行

为都要彻底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为此“要使观众

在感官接触到舞台上一切活动的同时，就能够

立刻接受下来，收到明确的艺术效果”。林连昆

则表示，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你在观众面前

如果是老老实实的、认认真真的、严严肃肃的，

观众就会给你应有的回报；如果你在舞台上不

能老老实实、认认真真、严严肃肃，那么观众也

就不可能对你的表演给予肯定”。“让剧场成为

观众的心灵故乡”“戏剧是什么？演员和观众，大

家一起现在就做梦！”何冰关于剧场与观众、戏

剧与观众的关系的阐释，一定会引发无数北京

人艺观众的强烈共鸣。

我们还可以从更多角度来对《北京人艺演员

谈表演》一书进行发掘、发现，而每一个角度都会

带给我们阅读和审美的双重喜悦。这充分体现

了本书内容的丰厚。而这份丰厚，既有北京人艺

自身70年来的历史积淀和演员们精彩纷呈的表

演经验，也有北京人艺、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

究所两个中国话剧重镇强强联合的艺术和学术

双重加持。书中演员们所谈虽基于在北京人艺

的表演，但对中国话剧人乃至所有从事表演的

人，都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北京人艺演员谈表

演》不仅是属于北京人艺的，更是属于中国话剧

艺术、中国表演艺术的。

“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生动阐释
——《北京人艺演员谈表演》读后 □康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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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山海情》

9月29日晚，由中国文联、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党委宣传部、中国音协共同主办的“新

歌唱新疆”——2022优秀原创歌曲演唱

会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成功举

办，生动展现了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和谐、

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

好的幸福生活和巨大成就。

演唱会由序曲、四个篇章和尾声六

个板块组成。殷秀梅、王宏伟、刘和刚、王

莉等歌唱演员，联袂北京音协合唱团、山

东艺术学院舞蹈学院，为首都观众精彩

呈现了《天山放歌》《画一个新疆》《喀纳

斯的月光》《热吻新疆》《天山南北》《写给

家乡的情书》《向快乐出发》《岳普湖的沙

画》《热爱》《那拉提恋歌》《喀什的夜》《流

淌的伊犁河》《我的阿勒泰》《遇见新疆》

《问新疆》《边疆》《中华民族一家亲》等特

色浓郁、题材风格多元的优秀原创歌曲；

表演艺术家张国立、周涛带来了朗诵《边

疆家乡》。演唱会通过独唱、对唱、重唱、

组合唱等表演形式，并载以新疆特色乐

器演奏，为观众带来了一次有品质、有特

色、有创新的艺术审美体验。

演唱会音乐总监和文学总监分别由

中国音协副主席、作曲家张千一，原二炮

文工团团长、词作家屈塬担任，中央民族

歌舞团原团长丁伟担任总导演，中国剧

协主席、表演艺术家濮存昕和北京电视

台主持人春妮担任主持人。（许 莹）

“新歌唱新疆”2022优秀原创歌曲演唱会举行

国庆期间，“鹿鸣弦乐组合”将于10月5日在北京ACE艺术
空间为市民奉献精彩的音乐盛宴，倾情演奏我国经典名曲《茉莉
花》《花好月圆》《在水一方》《梁祝》《良宵》，同时也有对莫扎特、
舒曼、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家的传世佳作的再度演艺。成
立于2021年的鹿鸣弦乐组合，由第一提琴吴曦、第二提琴柴文
良、第三提琴孙小青、中提琴郑晓红、大提琴程艺组成。（音 讯）

今年国庆节，对于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

国家一级演员、荀派传人王岳凌来说格外有意

义，国庆当天，由她担纲主演的荀派代表作《红

娘》将在去年整修一新重新开业的、有着百年历

史的吉祥大戏院上演。作为京剧荀派传人，取材

于元杂剧《西厢记》的京剧《红娘》，也是王岳凌当

年拜京剧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的亲传弟子孙毓

敏之后演出的第一出全本戏。至今她已演出该

剧超百场，“但每一场的情绪和感情都不一样”。

作为荀派剧目中的经典人物形象，红娘热诚、机

智、勇敢，是中国戏曲舞台上熠熠生辉的一位典

型女性形象, 在对这个人物的演绎上，王岳凌不

仅将荀派塑造角色时的生动俏皮表现了出来，也

将自己学习各流派前辈艺术家演出时的心得以

及自己对人物的理解融入了进去，体现了戏曲进

入学院教育后的新特点，即演员可以师法“百家”

而后融会贯通。

与师父孙毓敏那个时代的戏曲人不同，“80

后”王岳凌的成长道路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在

当代戏曲舞台上正处于“当打之年”的一代青年

戏曲演员的典型成长之路：从八九岁被挑到戏

校练功学戏，到考取戏曲学院，毕业进入院团，

新一代青年戏曲演员的生活和学戏的条件都得

到了极大改善，身体上吃的苦少多了，但精神上

面临的压力与挑战却更大了，“诱惑和选择变得

更多了，能坚持站在这个舞台上的都是因为对

戏曲的‘爱’，都是因为对传统艺术还有执着的

追求”。

2012年，从中国戏曲学院本科毕业后进入

北京京剧院已8年的王岳凌参加了中央电视台

第七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并获得花旦

组银奖，顺利选入第六届全国优秀青年京剧演员

研究生班（简称“青研班”）进行深造学习。在王

岳凌看来，那些年全国青年京剧演员踊跃报名参

加大赛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进入这个后来由文

化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国戏曲学院

承办的人才培养工程。回顾这三年的学习，王岳

凌认为“青研班”的课程设置，在学员们原有的知

识体系上，通过更全面的设计打造，从表演到音

乐、从史论到理论、从流派到文化、从案头到实

践，以更全面的滋养给所有青年演员带来了很大

提升，对如何走好今后的艺术之路她深感“受益

无穷”，对未来如何让戏曲发扬光大，也有了更多

的思考。

2018年，在第28届上海白玉兰戏剧奖的评

选中，王岳凌凭借在京剧《勘玉钏》中一人分饰两

角、跨越青衣花旦两个行当的表演，获得白玉兰

“主角奖”的荣誉，获奖评语为：她是一名不可多

得的荀派花旦演员。剧中，她成功饰演了性格与

命运反差极大的俞素秋和韩玉姐两个典型角色，

实现了其演艺生涯的又一个重要转折。十几年

来，从红娘到霍小玉，从“红楼二尤”到韩玉姐，作

为专业院团演员的王岳凌在舞台上塑造了很多

传统戏曲中的经典女性角色。“荀派有六大悲剧，

所有女性的悲剧都指向了封建社会的时代属

性。”在王岳凌看来，对于今天的戏曲演员来说，

“可演”的传统剧目的减少是一个大问题。“荀派

曾经有几百部戏，传到我师父那里有几十部，到

我们这里就只有十几部了。剧目越来越少的根

本原因在于，不少戏在今天的舞台上不‘成立’

了”，因此“如何传承好已有的剧目，如何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整理改编好老本子、创作好新作

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戏曲工作者必须要做好的

事情”。

2020年，王岳凌获得了荀派艺术

基金会颁发的“优秀荀派传承人”称

号。今年3月，因为疫情一直延期的王

岳凌个人专场演出“荀艺岳凌”终于在

长安大戏院上演，在剧目选择上她特意挑了两场

不太常演却各有表演侧重的荀派花旦戏，通过

“一念一唱”的全面展示，充分展现荀派花旦的艺

术特色。喜剧《花田八错》现场气氛热烈，王岳凌

认真分析人物身份性格，拿捏动作表演与语言幽

默的分寸感，塑造了一个憨直可爱的丫鬟春兰。

《香罗带》的表演经过电视台的播放，受到了因故

不能去现场观看的师父孙毓敏的大加赞赏，认为

这出《香罗带》经过整理改编后，极大地改变了原

作拖沓的节奏，更增强了剧目的可看性。

“如何让京剧艺术吸引更多青年观众，更好

地传承发扬下去，是我作为一个当代戏曲演员这

几年来想得最多的问题。”今年国庆《红娘》演出

之后，同样由王岳凌和前辈老师一起整理的《王

熙凤大闹宁国府》也将于10月12日在长安大戏

院上演。这部戏作为京剧表演艺术家童芷苓先

生的代表作，在其去世后，在舞台上就很少见到

了。王岳凌看过这部戏的录像后十分兴奋，在获

得了师父孙毓敏的支持后，于2020年疫情期间

完成了对这部戏的整理改编，在戏剧节奏上做了

调整，缩短了近45分钟的戏份，从服装、道具等

各方面也都进行了改造，以更适合今天观众的审

美。剧目自去年演出后一直受到好评，“也改变

了我从前只习惯于塑造可爱俏皮、委婉柔弱的舞

台女性的戏路，第一次在舞台上演出了一个八面

玲珑、泼辣复杂的‘大女主’形象”。

从悲情的俞素秋到泼辣的王熙凤，“身为新

时代戏曲演员，我们总希望通过表演，无论是舞

台形象还是角色魅力能吸引更多的人特别是青

年观众走进剧场来看戏，把京剧艺术的魅力和更

多的戏一直传下去，这是我的‘梦’。京剧让我有

了一个梦，成为新时代的一名‘追梦人’，这是一

件无比幸福的事”，王岳凌说。

戏曲让我成为一名“追梦人”
——访青年戏曲演员王岳凌 □本报记者 路斐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