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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与埃尼奥·莫里康内的
短暂接触

成都公益电影恢复放映

■ 文/ 郑家苗
本报讯 农村公益电影是省市

对放映设备巡检工作，维修维护设

产业园区，包含较多的文化体育休

文化惠民工程，它进一步丰富了百

备 350 台次，为各区市县提供新放

闲生活场景和消费场景。成都市委

电影复映同时疫情防控也不放

映设备，并对放映员进行放映技能

宣传部拟用电影文化为绿道营造场

松。在电影放映前，金沙院线对所

服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深受城

及防疫的培训，进一步深入群众，通

景氛围，为观影人群提供帐篷、懒人

有放映员进行身体健康检查，强化

乡居民欢迎。近日，由中共成都市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收集群众

沙发、野餐垫等服务，让市民可以在

放映员疫情防控知识和操作规范培

委宣传部主办，成都金沙院线承办

喜爱的影片，选取了爱国、科教文

“户外之家”坐着、躺着看电影，塑造

训，要求全体员工将安全防范措施

的“电影人人看”2020 年度成都公

卫、安全、童话等题材的优秀电影进

新的网红打卡点，以公益电影是配

落实到位。在电影放映活动中，工

益电影放映活动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行流动放映，以确保文化惠民工程

合成都市的绿道建设和景区夜经

作人员对放映设备和场地进行全面

基础上逐步全面恢复。

落地实处，为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

济，助推绿道的文体旅商融合发展

消毒，并要求入场观影人员佩戴口

生活，点亮成都的夜晚，提供一个文

的新经济新业态场景，探索新时代

罩和出示天府健康码，同时在现场

化交流的社交平台。

公益电影放映新方法新模式，奋力

循环播放疫情防控科普知识，切实

推进电影公共服务全面上档升级。

做好疫情防控和文化惠民活动“两
手抓、两不误”。

姓的文化生活，促进城乡电影放映

受疫情影响，今年全国范围的
公益电影放映启动均较晚。为积极
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着

今年成都市的公益电影将增加

力构建惠及人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

绿道、公园的场景放映。绿道主要

让市民有更多休闲消费文化娱乐的

系，在恢复放映前，成都市开展了针

串联社区与生态绿地、公园、湿地、

新选择，也是疫情防控常态下公益

电影服务的新方式。

（李镭）

董立强（左）、
莫里康内、
郑家苗（右）
记得在 2009 年春末夏初的一个下

的师生、影迷和电影工作者。用两个小

午，北京音乐台播出了一档水准极高且

时的时间来讲述这样一位伟大的音乐家

极为特殊的节目，这期节目还特别邀请

实在无法细说。尽管杨大林很早就在核

到我的恩师——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博

心期刊《当代电影》发表过多篇关于莫里

士生导师董立强教授做此次节目的主讲

康内的研究文章，尽管杨大林曾经多次

加直观、深刻地认识到医疗工作者

嘉宾。节目的主要内容是：介绍享誉世

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
料馆研究生部开讲影视音乐赏析课，并

公益电影《战疫英雄》举办座谈会
本报讯 近日，公益电影《战疫

《战疫英雄》由真实事件改编，

座谈会上，援鄂医护代表们分

英雄》主创团队与河北援鄂医护代

电影以一个城市的一间医院为落脚

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在工作中

在战疫期间的付出，产生强大的社

界的意大利著名电影配乐大师埃尼奥·

表举办座谈会，就剧本的指导思想、

点，通过医护人员的一系列营救过

的深刻感受。援鄂医护代表是整个

会正能量。

莫里康内。这是一位被定义为二十世纪

在课上将莫里康内的音乐作为重点专题

艺术表达、角色塑造等方面进行了

程作为故事主线，勾画出无数的英

疫情阻击战的映射，体现出的是全

邓安东表示，
要用镜头语言表达

最高产的电影配乐大师，在他的职业生

讲授。

深入探讨。导演邓安东代表剧组与

雄形象，以点带面地赞颂了广大奋

国医护工作者在抗击疫情期间的付

出医护工作者的在抗疫期间的卓越

河北援鄂医护英雄代表梅建强、杨

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的英雄事迹，

出，是对全国抗疫医疗工作者崇高

表现，
用优良的故事直观表现出深刻

亚茹、靳冲举行了座谈，分享了亲身

是他们保障病患的安全，给了人们

奉献精神的致敬，从而引发全社会

的“战疫精神”，通过大银幕展现抗

经历和创作感受。

战胜病毒的信心。

共情和思考，使得广大群众可以更

疫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 （影子）

涯中曾为 500 余部影片配乐，早在 1994

日出生在意大利罗马的一个音乐之家，

Film Music(电影音乐保护协会)终身成就

他的父亲马里奥是一名小号演奏家，在

奖，是唯一得到这个奖项的非美国籍电

父亲的引领下莫里康内从小学习吹小

影音乐家。莫里康内曾五次获得奥斯卡

号。最初父亲的愿望是希望儿子成为一

提名，2007 年荣获奥斯卡荣誉奖，2016

名小号手，日后以小号演奏的一技之长

年凭借《八恶人》影片音乐获奥斯卡最佳

养家糊口，但马里奥很快发现了儿子具

原创配乐奖。据说制作这期节目是为配

有超高的音乐天赋，于是他开始安排莫

合莫里康内大师当年 5 月下旬的来华巡

里康内学习作曲，那时的莫里康内只有 6

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研

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他在 12 岁时就考

演。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时任中国

《封神三部曲》发布小暑节气海报

究生部主任的李迅研究员为促成莫里康

本报讯 日前，由乌尔善执导电

小暑是二十四节气之第十一个

间旷日持久的神话战争的故事，由

影《封神三部曲》发布“小暑节气”海

节气，标志着江淮流域“梅雨”将结

黄渤、费翔、李雪健、夏雨、袁泉、陈

报。海报中，主角身穿酒红色的衣

束，
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炎炎盛夏开始

坤等主演。

服，带着精美的配饰，再次唤醒了人

登场。电影的官方微博还提醒大家

们内心深处对于中国传统美学的记
忆，也真正向大家展示了什么叫做
“中国人的爱美之心，从数千年前至
今，
从未改变过”。

“小暑，
升温多雨，
注意防暑防汛”
。
《封神三部曲》取材于中国家喻
户晓的古典神魔小说《封神演义》，

据悉，
《封神三部曲》是华语电
影史上首部采取三部连拍模式进行
制作的电影作品，首部暂定于 2021
年春节档上映。

（影子）

讲述了一场三千多年前人、仙、妖之

本报讯 近日，由常远自导自演

岁。不得不承认埃尼奥·莫里康内拥有

入音乐学院，最初他听从父亲的建议，在

内来华巡演交流活动做出了杰出的贡

音乐学院选择了继续学习小号专业，但

献，同时正是因为李迅研究员的大力推

钟情于音乐创作的莫里康内后来还是转

荐，北京音乐台才得以找到董立强教授

学作曲专业，并只用两年的时间就毕业

为这期节目做主讲嘉宾，最终董老师为

了。我不相信莫里康内的作曲素养是靠

广大听众奉献了一期难能可贵不可多得

后天的勤勉获得，我更相信他的音乐天

的“埃尼奥·莫里康内影视音乐赏析”节

赋是与生俱来的，是上帝赋予的。

目。

莫里康内来华巡演的消息惊动了国
我猜想李迅之所以极力推荐董立强

内的音乐圈，各大音乐学院和一些设有

来做这样期节目的主讲嘉宾，不仅仅是

音乐专业的综合性大学都希望“大师”能

因为董立强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

到访讲学。最后，在董立强的争取努力

授，更因为董立强已为许多电影、电视剧

下 ，莫 里 康 内 选 择 了 走 访 中 央 音 乐 学

创作过音乐，电影《秘闯金三角》、
《冲出

院。2009 年 5 月 23 日上午，埃尼奥·莫里

亚 马 逊》、
《八 月 一 日》、
《忠 诚 与 背

常远导演处女作《温暖的抱抱》首发预告

埃尼奥·莫里康内 1928 年 11 月 10

年就荣获美国 Society for Preservation of

康内来到中央音乐学院，没有任何的客

叛》……还有电视剧《四世同堂》以及后

套寒暄，他就直奔讲台，可以用朝气蓬

来的《苍穹之昴》、
《小宝与老财》、
《老马

勃、不落俗套来形容。这次的讲座交流

家的幸福往事》等影视剧中的音乐均为

活动依然是由董立强主持的，来听讲座

董立强所作。那时的董立强对影、视音

的不仅有本院作曲系的师生，还有闻讯

乐创作情有独钟，对埃尼奥·莫里康内的

赶来的莫里康内乐迷，甚至有些人是从

电影配乐也有所研究，在平时会有意无

外地赶来的。
“ 大师”从上衣口袋中拿出

意的推荐我一些莫里康纳配乐的电影，

他准备的讲义，看得出是有备而来。当

有时我也会请董立强一起到文慧园路 3

讲座交流活动接近尾声时，中央音乐学

号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艺术影院看些内部

院副院长，作曲系博士生导师叶小刚来

学术交流电影。我记得《天堂电影院》、

到了现场，将事先准备的一些礼物赠予

凡响的人生。田雨、王智饰演鲍抱

人的默契演绎令影片喜感十足。值

的喜剧电影《温暖的抱抱》发布预告，

的父母，你绝对想不到，进行了全身

得一提的是，李沁在预告中长发飘

首度公布阵容。除了此前揭秘的常

消毒和防护的他们手持钢尺、圆规

扬、背着吉他飒美登场，洋溢着音乐

远、李沁、沈腾外，乔杉、马丽、艾伦、

等工具，正在有条不紊地制作饺子，

少女的元气与活力，为影片注入了

《西部往事》、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海

莫里康内。正是通过这次的讲座交流活

一抹沁人心脾的亮色。宋温暖、贾

上钢琴师》、
《荒野大镖客》等许多由莫里

动，我有幸见到了我心中的偶像，并站在

次分明，并且精密地计算了饺子皮

医生将如何帮助鲍抱解决人生难

康内配乐的影片都是在这个艺术影院观

了那高不可及的丰碑旁，和我的老师董
立强一起与莫里康内大师合影留念。

田雨、
王智、
魏翔、
王宁、
黄才伦、
张一
鸣、王成思、张子栋、陈昊明组成的

虾仁摆放得整整齐齐，馅料更是层
的周长，就是为了适合小鲍抱嘴巴

题，性格迥异的三人又会碰撞出怎

看的。董立强也常会带着我们一起听些

电影《温暖的抱抱》讲述的是强

的大小……令人错愕的同时又营造

样的火花，
令人期待。

莫里康内创作的电影音乐，带着我们分

迫症男孩鲍抱（常远饰）与率真女孩

出几分反差喜感。受原生家庭的影

《温暖的抱抱》由上海爱美影视

析作品，有时在课上还会更为详细的剖

举办了埃尼奥·莫里康内作品专场音乐

宋温暖（李沁饰）、妙手神医贾医生

响，追求完美、执行计划成为强迫症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华谊兄弟电影有

析作品的配器、和声的运用以及莫里康

会，全场音乐会都是由莫里康内亲自执

限公司、
上海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

内独特的带有欧洲音乐的作曲风格——

棒指挥，莫里康内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

“喜剧天团”
也惊喜集结，
欢笑来袭。

（沈腾饰）邂逅，一成不变的生活重

鲍抱的日常。

当晚 7 点 30 分，在人民大会堂如期

新焕发活力的喜剧故事。此次发布

预告的画风随着沈腾的出现陡

司、
欢欢喜喜（天津）文化投资有限公

独特的旋律线条……董立强的讲解既严

曲家，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音乐指挥。

的首款预告，从童年生活开始，带我

然一转，耐心倾听的贾医生犀利地

司、
北京无限自在文化传媒股份有限

谨又不失感染，在他的引领下，在莫里康

他的作曲技法涵盖古典、现代，爵士、摇

们走进鲍抱这位“齐刘海”先生不同

指出鲍抱的根本原因“还是馋”，两

公司出品，
将于2020年上映。（影子）

内作品的感召中，我似乎走进了大师的

滚、流行音乐、电子音乐，配器手段灵活

电影配乐。曾经在聆听《天堂电影院》的

多样。巧妙运用口哨声、鞭子声等融入

主题音乐时泪流满面，也曾经在演奏《一

他的电影配乐。无论是爱情片、政治片、

九零零》中的音乐《Playing Love》(演奏爱)

传记片，还是动作片、惊悚片美国西部

时心潮澎湃，莫里康内的电影配乐常常

片，他所创作的音乐都能与影片完美结

会让我五味杂陈感慨万千。在读他的总

合并将这些音乐植入到影迷的内心，甚

谱时也时常会感到这些乐句是写给我

至这些音乐比电影本身更震撼心灵、流

的，让我不知所措，我想去拜见我心中的

传久远。每每讲到、听到包括自己演奏

圣人，虔诚地做他的弟子。在当时，对于

莫里康内的作品时都是一种极高的享

像我这样一个出生于电影世家，5 岁起学

受，也会有幸福之感，从内心深处想走的

曲专业的年轻晚辈而言，埃尼奥·莫里康

些，
当然更想揣摩“大师”
的创作手段。

CCTV-6 电影频道收视排行榜
统计期限（2020 年 6 月 26 日-2020 年 7 月 2 日)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片名/栏目
频道出品 《特警云豹》
首播 《打过长江去》
故事片 《智取威虎山》
频道出品 《喋血毒巢》
故事片《神丐》
故事片《师父》
故事片《非凡任务》
频道出品《绝地》
故事片《少林寺》
光影星播客
周末影院 《缉毒生死线》
动作 90 分《湄公河行动》

收视率%

收视份额%

1.35

6.31

1.29
1.28
1.22
1.16
1.15
1.09
0.86
0.83
0.77
0.69
0.66

5.97
6.58
5.82
5.49
5.44
5.20
5.66

10.19
4.56
4.78
4.79

习钢琴，15 岁考入音乐学院附中主攻作

离大师近一些，对他的作品理解更透彻

内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全球知晓的、高

今年 1 月，我远赴欧洲攻读作曲博

产的电影配乐大师，他在我的内心深处

士，早有计划再次到罗马拜见“大师”，但

像神一样的存在，他是我心中的一座丰

因突如其来的疫情拌住了腿，原想待疫

碑高不可及！

情退去再去求见，不料 7 月 6 日获悉：
“埃

在 2009 年 5 月 22 日傍晚，初夏的北

尼奥·莫里康内因摔断股骨，引发并发

京有些热，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艺术影院

症，在罗马去世，享年九十一岁。”无尽的

再次放映了由埃尼奥·莫里康内配乐的

哀痛，无尽的哀痛！在莫里康内一生中

一部影片,在影片放映之前，资深乐评人

只来过一次北京，非常幸运的是我参与

杨大林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为观众简

了他这次来京的所有活动。谨以此文追

单介绍埃尼奥·莫里康内的电影配乐、生

忆与大师的短暂接触，感激他的音乐给

平叙事以及大师的音乐成长之路。来听

予我创作上的营养。

讲座的大多数是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师

（作者为亚洲爱乐乐团驻团作曲家，

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中国电影艺术

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保加利亚索菲亚

研究中心的研究生，还有一些音乐学院

国立音乐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