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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文旅大秀
當夏好戲連軸

■「坊塔」是由 36 個的白色
方盒豎向錯位組合、如同
搭積木般的佛山新地標。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珠海佛山新地標 劇院吸客更時尚
佛

坊塔啟劇 經典與流行兼容

山

在佛山東平河畔、世紀蓮
旁，佇立着一棟由 36 個大小各
異的白色方盒子豎向錯位組
合、如同搭積木般的地標新建
築，當地民眾親切的稱它為
「坊塔」。塔樓坐落於佛山新
城文化中心，涵蓋了佛山大劇
院、佛山城市展覽館以及數個
多功能場館。街道的另一側，
也擁有佛山體育館演繹中心。在這
裡，經典與流行兼容並蓄。
佛山大劇院的入駐，不僅拓寬了
當地民眾的文化消費需求，也同時
為建築本身注入內涵和戲劇養分。
從今年 9 月到明年 1 月，佛山大
劇院將推出「院慶演出季」。在暑
期，佛山大劇院也從 7 月開始不斷
推出「早鳥」優惠搶票活動，不少
經典劇目可享八折優惠。其中，法
國原版舞台音樂傳奇《玫瑰人
生》、原版音樂劇《馬達加斯
加》、楊立新與陳佩斯主演話劇
《戲台》等 30 個劇目 70 場演出成
為熱搶劇目。除此之外，李雲迪
鋼琴獨奏音樂會、香港管弦樂團
演奏會、斯洛伐克廣播交響樂團
《梁祝·黃河》專題音樂會、瑞典
吉他大師格蘭·索爾吉他獨奏音樂
會等也將陸續為大眾送上一道道
音樂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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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珠海長隆海洋王國「好戲」連軸。投
資 15 億元人民幣、面積達 7.1 萬平方米的全新國
際演藝中心——珠海長隆劇院將在今日全面開
放，帶來開場大戲《龍秀》。講述珠海漁女神話
故事的《龍秀》還是一場融合雜技、舞蹈、滑稽
表演、魔術、極限運動、聲樂、花樣游泳等多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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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國際大秀，將匯聚來自全球 22 個國家、30 多
個團隊、300多名馬戲藝術家共同參演完成，為觀
眾帶來一場視覺盛宴。
長隆劇院工程設計團隊負責人陸勇表示，該劇
院設計之初便朝着大灣區全新文旅地標而建，當
下最前沿和實際的智能科技技術都最大程度應用
到了場館設計當中，包括相當於 3 個籃球場大的
1,300 平方米 LED 大屏，由來自擁有 15 年大型舞
台特效設計經驗的比利時特效團隊操刀，為大灣
區演繹活動創造全新舞美體驗。
此外，新劇院全部打破以往表演劇場的空間限
制，創新性地實現了「水陸空」聲光電效果全方位
融合。長隆集團助理總裁兼演藝總經理李西寧介
紹，中外團隊合力一起通過先進的投影特效讓動
物、森林、大海躍然在超大 LED 屏幕上，為《龍
秀》打造了一個堪稱「百老匯」水準的大舞台。
來自俄羅斯的瑪格麗特作為《龍秀》舞美設計
團隊負責人，自曝是一個中華傳統文化的愛好
者，此番為了完美呈現大秀的四大幕劇情，她和
設計師團隊前後共設計了近 3,000 張設計圖、
2,000 多套服裝樣式，將中國龍元素積極融入到演
出服中，力求每一件秀服都能呈現栩栩如生的龍
的形態。
同時，暑期的珠海長隆還特意開設了為期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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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環球星廚美食節」，20 個「長隆 chef 美
食」展位將為遊客帶來豐富多元的大灣區環球美
食體驗。

狂歡美食節 品環球佳餚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五位星廚都大有來頭。比
如，來自美國的「創意廚神」Alan Yu曾擔任謝霆
鋒《鋒味 2017》節目的新西蘭美食顧問，擁有米
芝蓮三星餐廳行政主廚實力，備受美食家的推
崇。Alan 稱，此次不單會拿出必殺技，即融合粵
菜的口感與西餐的新奇，還將因地制宜把珠海長
隆主題遊樂園作為創新料理的主打元素，把每一
道菜都變成可以吃的藝術品。
曾為最年輕的米芝蓮餐廳主廚、來自意大利的
帥氣廚神 Bruno Ferrari 也將來到美食節，把「只
有麵包和馬戲」才能使羅馬人快樂的精髓，通過
100%意食滋味，近距離與所有遊客分享。
最不容錯過的大廚料理，自然是來自於現任珠海
長隆行政總廚的東道主麥漢明。他曾獲得「中國烹
飪名師」稱號，為現任世界中餐烹飪協會理事、法
國國際廚皇美食會白金五星會員，擁有32年從業經
歷的他對中西佳餚都有獨到的料理技巧，講究烹調
技藝和新鮮食材的搭配運用，
且深諳各地遊客對粵式美食的
44
期待。
C

珠海：在港可購買「港珠澳大橋-珠海長隆」
直通專線大巴票前往，最便捷。

佛山：從廣州南站出發➝魁奇路➝東平路

➝佛山大劇院（半小時車程）。

印花

佛山西樵山正也着力擦亮自己的「文旅」招
牌。作為全市正在建設中的最大文旅項目——
宋城·西樵山嶺南千古情項目備受外界期待，
今年年底可竣工。
該項目圍繞「旅遊演藝+主題景區」深度挖
掘嶺南文化精髓，着力凸顯嶺南獅藝、黃飛鴻
武術等嶺南元素。項目建成後，來佛山看一場
《嶺南千古情》，想必也會成為不可錯過的行
程之一。
此外，孕育了康有為、陳啟沅、詹天祐、黃
飛鴻、冼玉清等一批時賢俊傑的西樵山，還開
發出一系列「文旅研學」產品，如「南海黃飛
鴻功夫文化體驗之旅」遊學團、「理學名山」
開筆禮親子遊、地質研學之旅、學生戶外拓展
遊等，陸續成為港澳青年內地遊學熱門。

■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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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隆開戲 本土與國際相匯

打造西樵山 亮嶺南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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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小演員 育戲劇土壤

暑期佛山大劇院推出 8 個親子劇
目。其中，《魔法鋼琴》、《蕭邦
短篇》兒童音樂會、丹麥互動親子
音樂會《節拍翻斗樂》和家庭音樂
劇《故宮裡的大怪獸之吻獸使命》
均有親子套價和家庭套價。
劇院還特別與英國 TNS 戲劇教
育聯手招募青少年藝術演繹人才，
為當地培育更濃厚的戲劇土壤，讓
孩子們一起在「方盒子」裡逐夢戲
劇魅力。由英國音樂劇演員組成的
專業外教團隊將以純英語沉浸式音樂戲劇帶領
孩子們入戲。同時，也會因地制宜從歌唱、舞
蹈、台詞、表演及綜合表現力、英語語感等方
面進行音樂劇課程體系的探索和發展。令人期
待的是，孩子們將通過這樣的學習獲得更為直
接的渠道，在佛山大劇院引進或者打造的劇目
中獲得表演機會。
與坊塔為鄰，還有不少神奇的白色方盒子。
佛山科學館、青少年宮、圖書館、檔案中心、
博物館、文化館都匯聚其中，為新城注入最強
的文化土壤和氛圍，近看這些白色方盒還能看
到外牆上融入的嶺南眾多傳統生活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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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長隆劇院
原創大戲《龍秀》開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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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武惟揚——
東北講武堂史實展



東北陸軍講武堂與雲南講武堂、保定陸軍
軍官學校以及黃埔軍校並稱為近代中國四大
軍官學校，在東北乃至中國近現代軍事教育史上都具有十
分重要的影響。展覽以豐富詳實的80多張歷史照片，全面
展示從1907年至1931年間東北陸軍講武堂的發展歷史，再
現東北講武堂和東北軍走過的輝煌歷程。此次展覽首次在
黃埔軍校展出也加強了近代四大軍校的聯動與資源共享。
時間：8月1日—9月1日
地點：廣州市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

新中國外交友誼的歷史見證——
宋慶齡上海寓所國務活動文物精品展

「群龍出沒——
恐龍時代大穿越」
展

在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之際，孫中山大元帥
府紀念館攜手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將上海
宋慶齡故居紀念館館藏的珍貴歷史照片以及國
際友人贈送宋慶齡的部分禮品呈現給大家，共
同回顧曾經發生在這裡的故事，喚起人們對那
段歷史的記憶，紀念宋慶齡為新中國外交事業
做出的積極貢獻。

四川省自貢市是世界聞名的侏羅紀「恐龍之鄉」，素以
恐龍化石埋藏點多、面廣、數量巨大、種類繁多、保存完
好、層序連續等特點著稱於世。此次廣東省博物館將展出
自貢恐龍化石20具，包括巴山酋龍、天府峨眉龍、和平永
川龍等，另外還配備了28件珍貴的典型標本、3個仿真恐
龍。本次展覽以「穿越恐龍時代，探索恐龍世界」為主題，
為大型家庭親子類展覽，主要觀展人群為5-12歲觀眾。

時間：8月13日—10月12日
地點：廣州市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北樓三樓專
題展廳

時間：即日起—10月13日
地點：廣東省博物館3樓展廳3

本月 26 日正式火熱開演的長隆劇院全
新巨製《龍秀》，是結合長隆國際大馬戲
和中國龍元素主題的原創大秀。該劇情以
珠海漁女的神話故事為基礎，融合了雜
技、舞蹈、滑稽表演、魔術、極限運動、
聲樂、花樣游泳等多種藝術門類，匯聚了
來自 22 個國家、30 多支團隊、300 多名世
界各地的優秀馬戲藝術家共同演繹。
時間：即日起至7月31日
地點：珠海長隆劇院
優惠：中高考生特惠門票315元人民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