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寸向阳 美编：赵明月 组版：刘养林 校检：陈静张冬平

官方微博：新浪/腾讯@三秦都市报

2020年7月31日 星期五文体新闻Ａ11
www.sanqin.com

昨日记者获悉，西演LIVE将与百
年易俗社深度合作，开启秦腔云剧场
的新篇章。7月31日19:30，易俗社将
呈现百年经典大戏《三滴血》；8月1日
至2日19:30，将分别呈现包括《镇台念
书》《柜中缘》《二进宫》《金沙滩·点子》
在内的经典折子戏专场，以及秦腔传
统剧目《双官诰》。

本次一连三天的秦腔云剧场演
出，可谓集合了名家、名戏，看点颇
多。其中，7月31日率先登场的百年
经典《三滴血》，将由西安易俗社社长、
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奖、白玉兰奖获
得者惠敏莉，李洪刚、王宏义、韩利霞、
李东锋、陈超武、朱海娥等众多国家一
级演员共同出演。

此后的两场演出，同样精彩纷
呈。其中，8月1日的折子戏专场，包
括易俗社创始人、主要编剧之一孙仁
玉先生的《柜中缘》《镇台念书》，以及
秦腔经典折子戏《二进宫》与《金沙滩·
点子》。演员方面，《镇台念书》由国家
一级演员屈鹏，国家一级演员、肖派传

承人范晓星等出演。《柜中缘》由国家
一级演员、范紫东先生重孙女范莉莉，
国家二级演员田平等出演。《二进宫》
由国家一级演员温军海、国家一级演
员尹小莲、国家二级演员王晓荣等出
演。《金沙滩·点子》由国家二级演员高
二强等出演。8月 2日呈现的《双官
诰》，是秦腔传统经典剧目，历来广受
戏迷的褒赞。演员方面，由国家一级

演员韩利霞、国家二级演员高二强、王
晓荣、秦晓燕，优秀青年演员樊亚兰等
出演。

易俗社掌门人惠敏莉讲道，“西演
LIVE·秦腔云剧场的回归，不仅满足广
大戏迷观演的需求，同时也是西安演
艺集团与旗下西演LIVE和西安易俗
社讲好西安故事，积极弘扬传统文化
的具体表现。” 本报记者王伟伟

本报讯（记者夏明勤）7月30日9
时，第十一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
艺大赛（合肥赛区）各项提名揭晓，我
省青年曲艺演员卢鑫、窦晨光在第十
一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大赛中获得新人
奖提名。

中国曲艺牡丹奖是曲艺界国家级
最高奖项，每两年评选一届。第十一
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评奖是疫情防控常
态化背景下中国曲协举办的首个全国
评奖赛事活动。本届共设立江苏苏
州、浙江余杭、安徽合肥、山西长治4个
分赛区，分别进行表演奖、文学奖、节
目奖、新人奖四个奖项的评比。合肥
赛区共有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
等19个省（市）和中国煤矿曲协、全国
公安曲协、中国曲协相声艺委会、中国
曲协山东快书艺委会、中华全国总工
会文工团、中国铁路文工团、中国广播
艺术团、中国煤矿文工团的 49个节
目、103名演员参赛，角逐节目奖、表演
奖、文学奖、新人奖4个奖项。

“本次大赛分入围阶段、提名阶段
和最终获奖。省曲协组织全省各地艺
术家积极参与，共收到10个曲种60余
部作品，经过专家评审，选拔出7个曲
种26个节目推荐参加大赛初评，最终，
8个节目从全国数百部参赛作品中脱颖
而出，入围第十一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大
赛，并获得14个奖项。”省曲协秘书长
李晓春介绍，“其中入围节目奖4个，分
别是：榆林市横山区文化馆选送，曹伯
植等作词、王平等作曲，白云飞等表演
的陕北说书《时代楷模黄文秀》；榆林市
横山区文工团选送，艾绍青等作词，孙占
东作曲，李树芹、熊竹英等表演的陕北说
书《陕北婆姨陕北汉》；延安市曲艺馆选
送，贾联盟作词，曹伯炎等表演的陕北说
书《争书记》；省曲协选送，赵阳、王连福
创作并表演的快板书《猎虎记》。入围文
学奖2个，分别是：宝鸡市曲协选送，闫
长虹创作，赵全厚、惠晓玲表演的陕西
快板《柳青精神千古颂》；赵阳、王连福
创作并表演的快板书《猎虎记》。入围

新人奖5个，分别是：卢鑫、窦晨光、常鹏
旭、吕超、张再驰。入围表演奖3个，分
别是：白云飞、李树芹、熊竹英。”

选手们从作品内容、表演等多方
面反复斟酌打磨。最终，西安新势力
相声演员卢鑫、西安曲艺团有限公司
演员窦晨光分别凭借相声《我们不一
样》《新劳动号子》独特的地方曲艺魅
力和个人精彩的现场演绎，给评委留
下深刻印象，荣获新人奖提名，表现出
我省曲艺作品的蓬勃生命力。

“我们对牡丹奖是怀着敬畏之心
的，作为一个青年演员抱着学习的态
度来交流锻炼，没敢想获得了这么大
的肯定。”27岁的窦晨光直言。相比之
下，已经在《笑傲江湖》《欢乐喜剧人》
等综艺节目中斩获大奖的 32岁的卢
鑫，可谓是“老戏骨”。他认为，“现在
把新时代元素揉入了传统相声内的

‘陕味相声’比较受欢迎，陕西曲艺演
员出来得比较多，原因和陕西人的性
格和独特的文化密不可分。”

为倡导全民健身活动，大
力营造“全运全民”浓厚氛围，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参与体育
锻炼热情，助力体育强省建
设，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科学
有序恢复体育赛事和活动推
动体育行业复工复产工作方
案》精神，陕西将在8月8日全
国全民健身日前后举办“我要
上全运”陕西省 2020年全民
健身日体育技能大展示系列
赛事活动。届时，被陕西体育
迷称为“圣朱雀”的陕西省体
育场将在“换装美颜”后再度
亮相，并在全民健身日系列活
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记者了解到，在今年8月
8日第12个“全民健身日”之
际，全民健身日活动立足于积
极宣传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全
面突出“推动全民健身·助力
全面小康”主题，深入宣传“每

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
年，幸福生活一辈子”科学理
念，通过大型启动仪式、体育

“五进”活动、《国家体育锻炼
标准》达标赛、三对三篮球黄
金联赛西安站比赛、五人制足
球赛、跳绳比赛、赛车展示、体
育夜市等系列活动来全力彰
显新时代陕西追赶超越新成
就和陕西人积极向上新风貌，
营造浓厚氛围、助力形成全民
健身新时尚。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迎接
在我省举行的第十四届全运
会而从2018年启动了改造工
程的“圣朱雀”陕西省体育场
目前已基本完成了场馆内外
的更新升级，在今年的全民健
身日系列活动中，“换装美颜”
后精彩亮相的省体内、外场都
将扮演重要角色。

本报记者王伟伟

本报讯（记者夏明勤）为
繁荣西北地区儿童艺术文化
市场，打造优质文化演艺品
牌，提升西安乃至全省文化影
响力，由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
员会、西安市文旅局、西安演
艺集团主办，西安儿童艺术剧
院等策划承办的“2020第五
届西安儿童戏剧展演”将于8
月1日正式开启云戏剧板块，
这是2020第五届西安儿童戏
剧展演七大板块率先开启的
板块之一。

西安（国际）儿童戏剧展
演已连续举办四届，旨在建设
和扩大让西北儿童了解世
界，让世界了解陕西、西安的
文化窗口，打造全国儿童戏
剧展演知名品牌，建设以儿
童戏剧展演为核心的常态化
的儿童产业经济，助力当地
文旅业态。

今年，剧院立足现实情
况，邀请中国儿艺《火光中的
繁星》、浙江儿艺《小贝的书
柜》、青岛话剧院《愚公移山》、
济南儿艺《憨憨熊卖时间》、济
宁艺术剧院《等你回家》以及
西安儿艺原创儿童剧《我们是
秦俑》共六部经典儿童剧，以
公益播放形式登上云端，为全

国孩子在暑期献上一场戏剧
饕餮盛宴。

除了云戏剧单元外，其他
六大板块也即将正式开启：剧
场单元，发挥精品儿童剧积极
向上的作用，让孩子们沉浸
在戏剧的海洋；户外单元，以
综合性、互动性为主，让戏剧
融入阳光，散发快乐；戏剧师
资培训，推动中小学幼儿园
戏剧教育培训；戏剧高峰论
坛，汇集众多专家大咖共同
思考后疫情时代下儿童剧的
发展；戏剧下校园，让戏剧的
种子在校园种植开花；分会
场单元，跨越地域空间让西
安儿童戏剧展演的快乐走向
更多孩子。

云戏剧板块的首部剧目
《火光中的繁星》将于8月1日
19:30，正式登陆学习强国、央
视频、人民视频、优酷、爱奇
艺、腾讯、西影视频等直播平
台，打响第五届西安儿童戏剧
展演云戏剧板块演出“第一
剧”！西安乃至全国的小朋友
们，可以在8月1日至9月5日
每周六晚守候播放平台，6轮
好剧，轮番上阵，为小观众带
来最精彩的戏剧之旅，最丰富
的戏剧盛宴。

第五届西安儿童戏剧展演
明日开启云戏剧板块

“圣朱雀”“换装美颜”归来

我省8节目
入围十一届曲艺牡丹奖
卢鑫、窦晨光获大赛新人奖提名

秦腔云剧场重磅回归

百年经典《三滴血》今晚上演

《
三
滴
血
》
剧
照

■陕西体彩

指尖足球 畅快淋漓
体彩即开票“一蹴而就”肩负“特殊任务”上市

排列3派奖800万
直选、组选都加奖
惊喜天天有

中超联赛在球迷的千呼万唤中重
启。主题定义为“唤燃亿心”的中超联
赛在绿茵场外的意义已经远超过其
竞技意义，亿万球迷通过别样的方
式“相聚”中超赛场，每一个人彼此
心心相连，冲破因疫情带来的阻
隔。对广大球迷来说，每逢世界杯
等重大足球比赛，体彩实体店也都
会有大批球迷涌入，他们以买彩票
的方式表达自己对赛事的热爱。相
比足球比赛的曲折多变、惊心动魄，
刚上市的“一蹴而就”足球主题即开
彩票更给人带来临门一脚的快感。

“一蹴而就”为球迷而来

作为中国体育彩票的游戏品
种，“一蹴而就”主题票拓新的目标
客户群则更明确——它就是为球迷
来的。不能到现场看球，那便在指
尖感受“一球制胜”的刺激。既体现
了足球进球时刻精彩燃爆的快乐，
又寓意这款产品“一刮即开”简单的
玩法特色。

规则简单刮开便知返璞归真

分析“一蹴而就”走俏的原因，

首先自然与同步开展的双重好礼
活动有密切的关系。这款彩票的
票面设计比较有冲击力，很吸引人
眼球，且在众多票面中，这款是唯
一的足球主题票，所以被选中的几
率较高。

“一蹴而就”能够帮助体彩拓
展新客户的第二个原因即是游戏
规则简单。“玩法简单”是体彩即开
票的特色，“一蹴而就”的产品设计
称得上返璞归真，回到体彩即开票
诞生之初的简单易懂——刮开中
奖区立即知道中没中，一目了然。

丰富体彩即开票产品布局上市

值得一提的是，“一蹴而就”这
类足球主题即开票的上市，进一步
丰富了体育彩票形象店的体育元
素。中国体育彩票被誉为体育事业
的生命线，以往我们更多从公益金
使用的角度来增加店内的体育元
素，“一蹴而就”这类体育主题的票
面更加简单直接地点题。

实现“建设负责任、可信赖、健
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的发
展目标，就要求体彩不断拓展新的

客户群体、实现多人少买。“一蹴而
就”就因为其简单玩法成为体彩即
开票的入门级票种。从某种程度来
讲，化繁为简的“一蹴而就”进一步
完善了体彩即开票产品线的布局，
它补齐了一块被疏忽的短板。

丰佳佳 孙红梅 刘鸿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