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图书到广播剧，再到电视
剧和话剧，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
作品、路遥的经典长篇小说《平凡
的世界》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一
次又一次绽放着文学经典的生命
光辉，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年
轻人勇敢追求梦想。

作为一部精心制作的大戏，
话剧《平凡的世界》不仅为观众
奉献了舞台艺术精品，更有力传
达了原著“坚守理想顽强奋斗”的
核心价值，以及“爱和责任”的精
神。中国戏剧家协会秘书长崔伟
表示，话剧《平凡的世界》是一部

非常有特点、非常厚重、非常有震撼力和温度的优
秀作品。这样一部作品通过陕西人艺成功呈现，
让我们有了很大的信心。那些可以被称为“高峰”

“高原”的好作品，一定是从生活厚重的思考和生动
的人物形象中起步，这样，我们的“高原”和“高峰”
才能够呈现！

文/本报记者夏明勤 图/本报记者马昭

跨界展示现实主义号召力

亮相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话剧《平凡的世界》匠心制作质朴动人
12月5日、6日，陕西人艺排演的话剧《平凡的世界》受邀参加全国优秀现

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在陕西大剧院隆重上演。感人肺腑的爱情亲情、勤劳
与欢乐的奋进赞歌，路遥先生笔下的世界在3个半小时的话剧演出中，在独特的
磨盘旋转舞台中得以精彩再现。演出结束后，观众纷纷起立，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
声和叫好声。

经久不息的掌声见证经典
360°旋转舞台缓缓转动，仿佛

开启了时空穿越的隧道。巨大的
石碾、山坡、乡间小路、窑洞……舞
台上鲜活的场景瞬间将人们的思
绪拉回到那个纯真质朴的年代，拉
回到东拉河畔。

舞台上，小说中孙少安、孙
少平、田润叶、田晓霞、田福堂、
田福军、田润生、孙玉厚、孙玉亭
等诸多人物已经来到面前，触手
可及。率真姑娘田晓霞的牺牲，
让孙少平永远失去了爱人；热心

矿工大哥王世才的意外身亡，让
他原本幸福的三口之家破碎；田
福军一心为民，却不得不看着生
养他的双水村人民挨饿；少安与
润叶彼此相爱，但他却只能娶不
要彩礼的秀莲；郝红梅想要嫁得
好过上好日子，却不得已成为寡
妇辛酸讨生活……这些巨大的
矛盾和冲突，被呈现得更加丝丝
入扣，被历史洪流裹挟着的剧中
人物，只能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里
艰难地活着。

观众对于《平凡
的世界》的热爱，似乎
是不分年龄段的。人们
都含着热泪，看着舞台上
的孙家兄弟，在平凡的故
事里找到了自己的身影。
有人演出散场后，仍情绪激
动，“这已是我第二次观看陕
西人艺版《平凡的世界》了，整
个舞台效果非常好，巨大的磨
盘在旋转中变换多样，戴面具
的众生令人印象深刻。”

“路遥精神”时刻激励团队

小说《平凡的世界》自 1989
年首次出版以来，以恢宏和史诗
般的品格，成为了无数年轻人的
精神灯塔。男主角孙少平的扮演
者张晋出生于1991年，他曾在话
剧《白鹿原》中饰演黑娃一角。初
中的时候首次接触《平凡的世
界》，张晋坦言当时并不太能懂当
中的寓意，在采风回来后才真正
静下心来，重新进入故事中去理
解人物、理解这份可贵的平凡。

“孙少平不甘于顺其自然，拥有远
大的理想，即使遇到挫折和困难，

仍然带着希望重新面对生活，这是
我们这一代人从他身上应该学习
到的东西。”他说，“孙少平身上有
很多我们90后没有的东西，他出生
在那样贫苦的家庭，但是他有着丰
富的精神世界。命运多次碾压他，
他都没有倒下。呈现好这样的精
神，才算是真的不忘初心。”

“每个人都能在《平凡的世界》
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我也不例外。”
孙少安的饰演者李俊强和剧组其他
演员一样，曾将小说和剧本反复研
读，重新梳理人物的精神脉络。在

他看来，《平凡的世界》是一部“讲真
理说实话”的小说，它真实展现出了改
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里，平凡人面对苦
难的种种挣扎和抉择。他觉得，孙少安
高尚、有担当，但他也坦言，生活中的自
己不一定会做到像孙少安那样，“我没法
衡量，因为我没有经历那样深重的苦难，我
们有太多的渴求和欲望了。但这就是名著，
当你看到某个人物时，他在鞭策你，起码我
开始在质问我自己，我会不会那样做。”李俊
强希望《平凡的世界》给当下无数为生活奔波
的平凡人带来精神上的支撑力量，让人们从少
安、少平等人物身上看到奋斗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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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里42分勇士大胜宿敌骑士中国裁判12年后重回亚洲杯
作为连续四年NBA总决赛的对手，昨日

是詹姆斯离开骑士后，骑士第一次在新赛季与
勇士相遇，对勇士来说骑士目前已经是物是人
非，骑士的实力明显和上赛季差距不小，虽然
上半场骑士发挥不错，但下半场勇士在库里的
带领下爆发，实现逆转以129:105大胜骑士，
库里20次出手命中11球，三分14中9，独揽全
场最高的42分，还入账9篮板7助攻。

缺少詹姆斯的骑士实力今非昔比，他们目
前排名在东部垫底，已经失去了冠军球队的霸
气。比赛开始后，骑士利用主场优势以12:2开
局，但库里很快帮助勇士止血，并且很快取得领

先。首节打完，勇士领先骑士6分。次节，已经
破罐破摔的骑士基本没有什么压力，和勇士对
飙三分，并且不落下风。在本节最后1分钟场
上风云突变，骑士小宇宙爆发，打出了一波13:
3。上半场结束骑士竟然以64:58反超比分。
易边后，库里手感遇冷，杜兰特却突然爆发，勇
士在他的带领下掀起了反攻潮一举将比分反
超。三节结束勇士领先骑士9分，杜兰特砍下
了25分。末节，水花兄弟火力十足，勇士将比
分逐渐拉大，骑士虽然想追回比分，无奈实力相
差太大，比赛的悬念随之失去，最终勇士以129:
105大胜骑士。 本报记者薛卫斌

就在国际足联公布明年女足世界杯的
裁判员名单之后，亚足联也公布了2019年
亚洲杯的裁判员名单。令人欣慰的是，时隔
12年后，亚洲杯赛场上将再次迎来中国裁判
的身影。其中主裁判方面有2016、2017两
届中超“金哨”马宁、2018中超最佳裁判候选
人傅明以及中国香港裁判廖国文；助理裁判
方面则有2017、2018两届中超“金旗”奖得
主霍伟明以及曹奕。

中国裁判上一次出现在亚洲杯赛场还
要追溯到11年前。2007年7月10日，中国
队在吉隆坡迎来亚洲杯的首场比赛。而第

一个正式踏入那届亚洲杯比赛场地的中国
人并非国足队员，而是中国“金哨”孙葆
洁。在此前印尼队与巴林队的比赛中，孙
葆洁作为第四官员参与了执裁工作。在此
后的比赛中，孙葆洁还担任过主裁判。但
随后的2011年卡塔尔亚洲杯及2015年澳大
利亚亚洲杯两届赛事，都没有出现过中国籍主
裁判的身影。近年来，随着“足改方案”的推
出，中国足协加大了对本土裁判员的培养力
度，不少年轻裁判逐渐成长起来。本次能够有
裁判员入选亚洲杯，也是有关方面对于中国足
协工作的一种肯定。 本报记者王战荣

本报讯 近日，省委书记胡和平对陕西人
民艺术剧院成立70周年作出批示。6日晚，
胡和平与千余名干部群众共同观看了由该院
创作排演的话剧《平凡的世界》。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牛一兵一同观看。
胡和平在会见主创人员时说，在陕西人

民艺术剧院成立70周年之际，谨向各位老同
志、老艺术家和全体演职人员表示热烈祝

贺。70年来，你们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
方针，扎根陕西大地，加强精品创作，有力促
进了陕西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胡和平指出,《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展现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城乡社会巨大变迁的经典
之作，激励了一代代青年人为实现美好生活
而拼搏奋斗。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陕西
人民艺术剧院将这一经典巨著搬上舞台，以

话剧的形式让更多人受到教育和激励，对于
弘扬奋斗精神、讲好改革故事、讲好陕西故事
很有意义。希望大家以剧院成立70周年为
新起点，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牢固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定文化自信，
坚持守正创新，依托我省深厚文化底蕴，努力

推出更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高峰”之作，
为陕西文化强省建设、为新时代我国文艺事
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话剧《平凡的世界》由著名作家路遥同名
小说改编而成，热情讴歌了陕北劳动人民艰
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一台催人奋进的
现实主义题材作品。该剧去年底全国巡演以
来，共演出92场，观众达12万多人次。

胡和平观看话剧《平凡的世界》
对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成立70周年作出批示

从图书到广播剧，再到电视
剧和话剧，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
作品、路遥的经典长篇小说《平凡
的世界》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一
次又一次绽放着文学经典的生命
光辉，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年
轻人勇敢追求梦想。

作为一部精心制作的大戏，
话剧《平凡的世界》不仅为观众
奉献了舞台艺术精品，更有力传
达了原著“坚守理想顽强奋斗”的
核心价值，以及“爱和责任”的精
神。中国戏剧家协会秘书长崔伟
表示，话剧《平凡的世界》是一部

非常有特点、非常厚重、非常有震撼力和温度的优
秀作品。这样一部作品通过陕西人艺成功呈现，
让我们有了很大的信心。那些可以被称为“高峰”

“高原”的好作品，一定是从生活厚重的思考和生动
的人物形象中起步，这样，我们的“高原”和“高峰”
才能够呈现！

文/本报记者夏明勤 图/本报记者马昭

跨界展示现实主义号召力

亮相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话剧《平凡的世界》匠心制作质朴动人
12月5日、6日，陕西人艺排演的话剧《平凡的世界》受邀参加全国优秀现

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在陕西大剧院隆重上演。感人肺腑的爱情亲情、勤劳
与欢乐的奋进赞歌，路遥先生笔下的世界在3个半小时的话剧演出中，在独特的
磨盘旋转舞台中得以精彩再现。演出结束后，观众纷纷起立，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
声和叫好声。

经久不息的掌声见证经典
360°旋转舞台缓缓转动，仿佛

开启了时空穿越的隧道。巨大的
石碾、山坡、乡间小路、窑洞……舞
台上鲜活的场景瞬间将人们的思
绪拉回到那个纯真质朴的年代，拉
回到东拉河畔。

舞台上，小说中孙少安、孙
少平、田润叶、田晓霞、田福堂、
田福军、田润生、孙玉厚、孙玉亭
等诸多人物已经来到面前，触手
可及。率真姑娘田晓霞的牺牲，
让孙少平永远失去了爱人；热心

矿工大哥王世才的意外身亡，让
他原本幸福的三口之家破碎；田
福军一心为民，却不得不看着生
养他的双水村人民挨饿；少安与
润叶彼此相爱，但他却只能娶不
要彩礼的秀莲；郝红梅想要嫁得
好过上好日子，却不得已成为寡
妇辛酸讨生活……这些巨大的
矛盾和冲突，被呈现得更加丝丝
入扣，被历史洪流裹挟着的剧中
人物，只能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里
艰难地活着。

观众对于《平凡
的世界》的热爱，似乎
是不分年龄段的。人们
都含着热泪，看着舞台上
的孙家兄弟，在平凡的故
事里找到了自己的身影。
有人演出散场后，仍情绪激
动，“这已是我第二次观看陕
西人艺版《平凡的世界》了，整
个舞台效果非常好，巨大的磨
盘在旋转中变换多样，戴面具
的众生令人印象深刻。”

“路遥精神”时刻激励团队

小说《平凡的世界》自 1989
年首次出版以来，以恢宏和史诗
般的品格，成为了无数年轻人的
精神灯塔。男主角孙少平的扮演
者张晋出生于1991年，他曾在话
剧《白鹿原》中饰演黑娃一角。初
中的时候首次接触《平凡的世
界》，张晋坦言当时并不太能懂当
中的寓意，在采风回来后才真正
静下心来，重新进入故事中去理
解人物、理解这份可贵的平凡。

“孙少平不甘于顺其自然，拥有远
大的理想，即使遇到挫折和困难，

仍然带着希望重新面对生活，这是
我们这一代人从他身上应该学习
到的东西。”他说，“孙少平身上有
很多我们90后没有的东西，他出生
在那样贫苦的家庭，但是他有着丰
富的精神世界。命运多次碾压他，
他都没有倒下。呈现好这样的精
神，才算是真的不忘初心。”

“每个人都能在《平凡的世界》
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我也不例外。”
孙少安的饰演者李俊强和剧组其他
演员一样，曾将小说和剧本反复研
读，重新梳理人物的精神脉络。在

他看来，《平凡的世界》是一部“讲真
理说实话”的小说，它真实展现出了改
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里，平凡人面对苦
难的种种挣扎和抉择。他觉得，孙少安
高尚、有担当，但他也坦言，生活中的自
己不一定会做到像孙少安那样，“我没法
衡量，因为我没有经历那样深重的苦难，我
们有太多的渴求和欲望了。但这就是名著，
当你看到某个人物时，他在鞭策你，起码我
开始在质问我自己，我会不会那样做。”李俊
强希望《平凡的世界》给当下无数为生活奔波
的平凡人带来精神上的支撑力量，让人们从少
安、少平等人物身上看到奋斗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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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里42分勇士大胜宿敌骑士中国裁判12年后重回亚洲杯
作为连续四年NBA总决赛的对手，昨日

是詹姆斯离开骑士后，骑士第一次在新赛季与
勇士相遇，对勇士来说骑士目前已经是物是人
非，骑士的实力明显和上赛季差距不小，虽然
上半场骑士发挥不错，但下半场勇士在库里的
带领下爆发，实现逆转以129:105大胜骑士，
库里20次出手命中11球，三分14中9，独揽全
场最高的42分，还入账9篮板7助攻。

缺少詹姆斯的骑士实力今非昔比，他们目
前排名在东部垫底，已经失去了冠军球队的霸
气。比赛开始后，骑士利用主场优势以12:2开
局，但库里很快帮助勇士止血，并且很快取得领

先。首节打完，勇士领先骑士6分。次节，已经
破罐破摔的骑士基本没有什么压力，和勇士对
飙三分，并且不落下风。在本节最后1分钟场
上风云突变，骑士小宇宙爆发，打出了一波13:
3。上半场结束骑士竟然以64:58反超比分。
易边后，库里手感遇冷，杜兰特却突然爆发，勇
士在他的带领下掀起了反攻潮一举将比分反
超。三节结束勇士领先骑士9分，杜兰特砍下
了25分。末节，水花兄弟火力十足，勇士将比
分逐渐拉大，骑士虽然想追回比分，无奈实力相
差太大，比赛的悬念随之失去，最终勇士以129:
105大胜骑士。 本报记者薛卫斌

就在国际足联公布明年女足世界杯的
裁判员名单之后，亚足联也公布了2019年
亚洲杯的裁判员名单。令人欣慰的是，时隔
12年后，亚洲杯赛场上将再次迎来中国裁判
的身影。其中主裁判方面有2016、2017两
届中超“金哨”马宁、2018中超最佳裁判候选
人傅明以及中国香港裁判廖国文；助理裁判
方面则有2017、2018两届中超“金旗”奖得
主霍伟明以及曹奕。

中国裁判上一次出现在亚洲杯赛场还
要追溯到11年前。2007年7月10日，中国
队在吉隆坡迎来亚洲杯的首场比赛。而第

一个正式踏入那届亚洲杯比赛场地的中国
人并非国足队员，而是中国“金哨”孙葆
洁。在此前印尼队与巴林队的比赛中，孙
葆洁作为第四官员参与了执裁工作。在此
后的比赛中，孙葆洁还担任过主裁判。但
随后的2011年卡塔尔亚洲杯及2015年澳大
利亚亚洲杯两届赛事，都没有出现过中国籍主
裁判的身影。近年来，随着“足改方案”的推
出，中国足协加大了对本土裁判员的培养力
度，不少年轻裁判逐渐成长起来。本次能够有
裁判员入选亚洲杯，也是有关方面对于中国足
协工作的一种肯定。 本报记者王战荣

本报讯 近日，省委书记胡和平对陕西人
民艺术剧院成立70周年作出批示。6日晚，
胡和平与千余名干部群众共同观看了由该院
创作排演的话剧《平凡的世界》。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牛一兵一同观看。
胡和平在会见主创人员时说，在陕西人

民艺术剧院成立70周年之际，谨向各位老同
志、老艺术家和全体演职人员表示热烈祝

贺。70年来，你们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
方针，扎根陕西大地，加强精品创作，有力促
进了陕西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胡和平指出,《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展现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城乡社会巨大变迁的经典
之作，激励了一代代青年人为实现美好生活
而拼搏奋斗。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陕西
人民艺术剧院将这一经典巨著搬上舞台，以

话剧的形式让更多人受到教育和激励，对于
弘扬奋斗精神、讲好改革故事、讲好陕西故事
很有意义。希望大家以剧院成立70周年为
新起点，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牢固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定文化自信，
坚持守正创新，依托我省深厚文化底蕴，努力

推出更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高峰”之作，
为陕西文化强省建设、为新时代我国文艺事
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话剧《平凡的世界》由著名作家路遥同名
小说改编而成，热情讴歌了陕北劳动人民艰
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一台催人奋进的
现实主义题材作品。该剧去年底全国巡演以
来，共演出92场，观众达12万多人次。

胡和平观看话剧《平凡的世界》
对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成立70周年作出批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