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娱再陷!解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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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陈楚生与天娱的解约风波之后!天
娱旗下的超女何洁

!

月
"#

日也爆出解约
消息" 对此!天娱方面回应#没有的事$!何
洁则电话停机% 不过有圈内人士称&#何洁
去年

$

月就开始与公司洽谈解约事宜!其
主要原因则是受冷落!不愿再耽误星途% $

在张靓颖'尚雯婕嫁入华谊音乐之后!

天娱的门面就剩下李宇春'陈楚生和何洁"

可陈楚生为解约闹出的(失踪门$还没有尘
埃落定!何洁也闹出(分家$传闻%知情人士
告诉记者!日前何洁已经回到老家贵阳(罢
工$% 她不仅不接天娱公司电话!连本人的
电话也停机了%

虽不及李宇春风光!可活得有滋有味!

人气也比较稳定的何洁缘何突然闹出解
约) 据圈内人称! 关键的原因就是天娱现
在已经不再捧她% 按天娱原来的计划!去
年上半年应该要给何洁出第三张专辑% 但
新专辑计划被搁置了%从去年

$

月份开始!

何洁就开始向公司提这个问题! 可直到现
在也得不到解决%

对何洁要解约的消息! 天娱负责艺人
管理的杨小姐表示&(我完全没有听说这方
面的事情% 天娱总是被传出这些负面的消
息!真让人受不了% $

据悉!遭受天娱冷落的何洁有苦难言!

只有在博客上吐露心声诉说苦衷%日前!她
更新的博文充满感伤与对未来选择的迷
茫***(憧憬!迷茫!疑惑!猜疑 !学会!受
伤!我的

!%%&

画板有太多的颜料!有种残
缺美+,这一年对我来说有些特别的味
道!所以我想!快说再见了!应该要有个完
美的收场%对于

!%%$

年!我充满了期待!也
许会好!也许会学会更多!我的

!%%$

!我应
该给自己一个漂亮的开始!勇敢的开场吧!

是该学会勇敢的时候了- $ !东方"

涉嫌披露央视内幕被禁两年

#我的实习生活$

,-./

电影.我的实习生活/%上图为剧照&被
禁两年后!日前终于确定开映%而电影还未
上映!目前已被网友视为就业教材%甚至有
网友认为!这部电影等于是职场黑幕大全%

有消息称!电影.我的实习生活/由于
披露央视内部的一些现状! 特别是该影片
以电视台女主持人遭遇上司性骚扰为主
题!引起了许多猜测% 而电影在上映前!得
到了广电总局的特别重视! 对很多内容进
行了修改才最终得以上映%

至于电影中遭到上司性骚扰的女主角
原型人物是谁!网友争议纷纷!将目标对准
在央视的某几位知名主持人身上% 在天涯
社区! 甚至有网友提供了详细的所谓证据
和细节%

虽然电影表现的主题有些残酷! 但网
友们认为!社会本身就比较现实!许多高校
毕业生与其抱着过于美好的愿望进入社
会!不如提前打好预防针!以免到时接受不
了太过惨痛的现实%

据悉!.我的实习生活/于
!

月
!%

日在
上海公映! 之后将在全国其他城市展开巡
回公映% !辛浪"

期待像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样成功

0123456789:

!

月
"'

日!著名编导张继钢%上图&

透露&他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执导将在人
民大会堂上演的国庆

'%

周年献礼演
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而
张艺谋导演主要负责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的国庆焰火晚会%

张艺谋张继钢各有分工

此前! 有港媒曾报道!

!%%&

奥运开闭
幕式核心团队中张艺谋'张继钢等将执导
!%%$

年国庆
'%

周年庆典晚会 %

!

月
"'

日!张继钢表示!之前港媒的消息并不很
准确!他和张艺谋是各有分工% 为了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周年! 文化部集

合各界强大力量!重点创作排练大型音乐
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由张继钢担任总导
演% 这台演出将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属于
室内部分% 而张艺谋主要负责的是室外部
分***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国庆大型焰
火晚会% 他说&(国庆盛典的事是最重要的
担子!是任何事情都不能影响的% $

文艺界总动员

张继钢透露!担任国庆庆典演出***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总导演的
任务!在奥运期间就下达到个人了%

文化部调集了强大的创作阵容为服
务!将汇集舞台艺术'音乐'影视等方方面
面的精英!从中央到部队到地方的演出团
体也都全力支持%但目前演职人员名单还
不方便透露% 经过一年的筹备!前期创作
已经初步完成! 暂时没有启动正式排练!

只是有小段落的试验%他期待.复兴之路/

也能像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样
成功!有经典的歌曲能够一直传唱下去%

!

月人民大会堂首演

据张继钢介绍!.复兴之路/是中国大
型音乐舞蹈史诗剧中! 历史跨度最大的!

从
"&(%

年一直讲述到
!%%$

年!主线就是
(复兴之路$% .复兴之路/是目前的名字!

后面也有可能改动% 全剧时长大约
"%%

分
钟左右!

$

月将在人民大会堂首演!演出将
一直持续至

""

月% 问及整个演出的耗资
等问题!张继钢笑着摇摇头说&(我已经说
得挺多了!这些都不能透露% $

据悉!在推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
之路/的同时!文化部还将推出重大历史题
材美术创作工程百幅巨作!在国家博物馆举
办.复兴之路/大型主题展览% !崔一佳0

肩负冲击!梅花奖"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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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记者卫小

林"记者今天从省琼剧院获悉!作为我省
重点舞台剧目的新编琼剧.下南洋/!从大
年初四开始投排!目前正在省琼剧院紧锣
密鼓地排练中! 该剧将于

(

月在我省公
演!然后参加在内地举行的一系列戏剧演
出活动!并将冲击国家级大奖中国戏剧梅
花奖%

据介绍!.下南洋/一剧集中了我省琼
剧界的表演精英! 省琼剧院几大名小生'

名旦全都入选成为主要演员!包括名小生
张卫山'符传杰'吉劲旅和名旦韩海萍'李
丹叶等!可谓人才汇聚!实力非凡%

省琼剧院院长陈军告诉记者!.下南
洋/ 一剧是今年我省推出的重点舞台剧
目!省主管部门对全剧的投排给予了极大
关注和支持!目前!该剧正在热火朝天地
排练中!计划于

(

月份在我省首演!然后
带着成熟的版本! 定于

#

月份赴浙江杭

州!参加全国地方戏优秀剧目展演南方片
区的演出!

""

月份!剧组将远赴福建厦门!

参加中国戏剧节的演出!冲击国家级大奖
中国戏剧梅花奖% 此外!由于今年是新中
国成立

'%

周年!省里也已初步拟定!在适
当的时候!选送.下南洋/一剧晋京演出!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

周岁生日献礼%

记者了解到!新编琼剧.下南洋/由我
国著名编剧罗怀臻担任编剧!中国当代著
名戏剧导演'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教授曹
其敬执导% 令人感动的是!牛年大年初四!

整个剧组便已经开始工作!导演曹其敬更
是抱病坚持! 剧组所有人员无不兢兢业
业!排练工作进展顺利%

在日前结束的全省宣传部长工作会
议上!省领导明确表示要重点抓好新编琼
剧.下南洋/的创作和演出!期望琼剧界以
新编琼剧.下南洋/迈开琼剧创新步伐!为
琼剧赢得更广泛的关注摸索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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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对海口市民的配合支持鞠躬致谢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记者戎

海 "

!

月
"#

日 !电视剧 .女人不坏 /在海
口万华酒店举行了开机仪式! 并随后转
场上邦百汇城展开拍摄工作% 拍摄结束
后!该剧导演金姝慧

%

上图'左&对现场海
口市民给剧组的配合和支持深为感动 !

并现场鞠躬致谢%

电视剧.女人不坏/堪称徐克的电影
.女人不坏/的电视版!这不仅是因为这两
部影视作品都由同一家公司出品!而且内

容也是讲述三个女人的故事% 该剧由大陆
著名艺人谢娜' 台湾偶像王子郭品超'气
质小天后许慧欣' 大陆金鸡奖影后颜丙
燕' 金爵影后彭玉等知名艺人联合出演!

阵容豪华% 同时!该剧还将全景式展现海
南美丽的自然风光' 浪漫的风土人情!以
及现代的都市风景%

出于对真实 ' 质感声效的追求 !该
剧采取同期录音方式进行拍摄% 这种录
音方式对拍摄环境现场要求十分严格 !

轻微的杂音都可能影响录音工作 !导致
重拍% 而上邦百汇城是海口著名的繁华
商业区 !在此地要求 (静音 $效果 !显然
对剧组提出了极大的困难与考验% 但拍
摄当天!所有现场海口市民均表现出了
良好的风范 !对.女人不坏 /剧组给予了
充分的理解与支持 !安静 '有序地配合
了工作人员的拍摄% 当日拍摄工作结束
后!该剧导演金姝慧向在场的海口市民
深深鞠躬 !并由衷道谢 & (谢谢了 !文明
的海口市民% $

据悉!.女人不坏/还将在海南进行为
期

&%

多天的拍摄工作! 目前该剧得到了
海口市政府相关部门及海南各界人士的
支持!为拍摄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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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网友热议!擒熊"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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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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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柏林电影节
"#

日闭幕! 这块
华语电影屡有惊喜的福地!并没有给.梅
兰芳/带来好运% 完败而归的.梅兰芳/!是
一针打给华语电影的镇静剂% 曾在柏林电
影节一鸣惊人的两位华语电影人芦苇和
王全安!分析了.梅兰芳/败因和华语电影
目前面临的局面%

芦苇是当今电影圈的热门编剧!他担
任编剧的.霸王别姬/获得过戛纳电影节
最高奖金棕榈!他创作的.图雅的婚事/曾
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芦苇认为!.梅兰芳/此次败在艺术水
准不够% 德国是艺术电影大国!柏林电影
节一直很坚持电影反映现实!喜好艺术电

影%.梅兰芳/失利在意料之中!它在艺术品
质上不够坚持! 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
没有达到一定水准% 目前在全球化的形势
下!电影技术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人们都比
较注重艺术表达能力% .梅兰芳/作为艺术
电影来讲!不能算是上乘之作!在中国电影
艺术品质滑坡的情况下! 它也没有把握住
艺术底线% 该片本来在国内上映就遭到了
一些质疑!从传记片来讲!也没有反映出梅
兰芳的精神气质! 没有反映出那个时代的
精神气质% 当年.图雅的婚事/堪称是电影
节竞赛片中制作成本最小的电影! 但是它
关注现实!注重艺术!最终获得金熊奖%

对于.梅兰芳/没能获奖!网友中也再
次掀起一股讨论热% 大多数网友都认为
.梅兰芳/实力不足&(因为.梅兰芳/拍的不
真实%顾虑太多!只表现人物好的一面了%$

(梅兰芳是一个京剧大师!但电影把他拍成
了一个英雄% $

.梅兰芳/的完败而归!让我们再次清
醒% 之前!欧洲三大电影节中!除了戛纳电
影节对于华语电影吝啬一点之外! 柏林和
威尼斯都算一块福地!张艺谋处女作.红高
粱/开始!蔡明亮在柏林两度摘得银熊!王
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开启了第六代摘金
夺银的先河!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再上
柏林领奖台的巅峰% 李少红'吴子牛'谢飞
都在这里有过惊喜%去年!王小帅.左右/柏
林夺银%但从.左右/到现在一年的时间里!

华语电影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颗粒无收%

贾樟柯的.

!(

城记/征战戛纳落败!余力为
的.荡寇/在威尼斯遇冷!终止华语电影威
尼斯三连冠神话!承载希望的陈凯歌.梅兰
芳/失利柏林% !钟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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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电影节刚刚结束! 明年的奥斯卡
战局就已走漏(风声$% 继.好莱坞报道/之
后!由中德合拍的战争史诗片.拉贝日记/

又获得了电影节另外两大场刊.

)*+,,-

/和
.综艺/的高度评价% 其中素以对国际市场
判断准确著称的.

)*+,,-

/明确表示!.拉贝

日记/极有可能代表德国参加
!%"%

年的奥
斯卡最佳外语片竞争%

#

*+,--.

$为!拉贝"叫好

作为柏林电影节三大场刊中最具权威
的一个!.

)*+,,-

/ 以它独具特色的国际影
评团打分而被很多业内人士当作观影指
南 % 虽然 .拉贝日记 / 不是竞赛片 !但
.

)*+,,-

/还是以一篇热情洋溢的影评指出
了它的(申奥$潜力%

文章说&(在南京大屠杀中拯救了
!%

万中国人的德国商人约翰1拉贝!终于在一
部耗资

!%%%

万美元的史诗大片中得到了
应有的纪念% 从油画般的摄影到精细的服
装设计! 影片在每一个技术环节上都大大
加分!即使代表德国参加

!%"%

年的奥斯卡
最佳外语片竞争也毫不奇怪% 此起彼伏的
矛盾冲突!令人震撼的战争场面!强烈的正
义感和点缀其中的幽默元素! 都令这部感
人至深的影片无需其他筹码% $

电影节三大场刊中的另一个老牌杂志
.综艺/ 也对影片的大片品质大加赞赏!称
它的(美术设计'服装设计和特效场面***

尤其是夜袭南京段落都是一流的$%

日本可能禁映

.拉贝日记/于近日举行全球首映后获

得了各国媒体尤其是德国民众的一致好
评!尤其是很多从来没听说过约翰1拉贝其
人的年轻观众! 在映后纷纷向导演询问拉
贝事迹及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一段埋没

.%

年的历史终于重见天日! 影片在德国的公
映日期也迅速确定为

(

月
!

日%

除了德国! 法国作为影片的投资方之
一也在紧锣密鼓地安排引进事宜%意大利'

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也对影片表现出浓厚兴
趣% 而日本市场则较为令人担忧% 导演介
绍!早在选角阶段!很多日本明星就拒绝了
出演香宫鸠彦亲王的邀请% 最后还是与中
国电影有过多次亲密接触的香川照之勇敢
地接受了这个战犯角色%

不过电影刚刚在柏林亮相! 就有消息
称.拉贝日记/将被日本禁映%对此!导演坚
定地表示&(影片在日本市场确实面临严重
考验%不过我有信心!几年前俄罗斯导演苏
可洛夫2.俄罗斯方舟/.父与子/等0拍摄了
一部名为.太阳/的电影!讲述日本天皇在
二战中的疯狂!起初没有日本公司敢接!最
后是一个很小的公司破釜沉舟! 把影片买
到日本!放映后获得了很好的票房%这说明
日本的年轻观众是很想了解那段历史的%

而且.拉贝日记/在拍摄之初!日本的.新闻
周刊/还做了六个版的报道!可见影片在日
本上映并非完全不可能% $ !王文"

历史巨制电影.花木兰/日前正式在北
京开镜!赵薇继.赤壁/之后再次在该片中
挑战(男儿身$% 记者获悉!赵薇今年

.

月
将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专业硕士毕业!主
演完.花木兰/后!她就将全力以赴筹备执
导处女作电影%

"#

日!北京电影圈人士张
先生透露!赵薇的导演处女作!已经有中影
集团'英皇公司等多家投资方表示兴趣!但
让赵薇着急的却是!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搜
集到令她眼前一亮的好剧本%

人气大涨'投资方瞄准赵薇

!%%&

年!赵薇凭借主演的电影.画皮/

和.赤壁/两部大片!彻底甩掉(票房毒药$

的帽子% 因此!得知赵薇要筹拍导演处女
作的消息!多家投资方表示出兴趣%

投资商看中的是赵薇的个人知名度以
及她的影响力%

!%%&

年!主持人李湘大胆
投资

"!%%

万元拍摄电影.十全九美/!最后
赢得

#%%%

万元总票房% 而与李湘比!赵薇
熟悉电影!又有十年多部拍戏的经验!加上
多年人气的积累!投资商们对她颇有信心%

之前接受媒体采访!赵薇曾说自己常
常晚上做梦当导演!因为压力!早晨起来
总是一脸的汗%

!%%.

年的实习阶段!赵薇
顺利上交了一个

/0

作品!远赴新西兰拍
摄的.天使旅行箱/%自己新歌的

/0

!是她
第一次当导演!觉得很不容易!老师也觉
得很好!认为赵薇已经成功迈出了当导演
的第一步%

毕业作品'剧本成最大难题

按北京电影学院的规定! 每个导演系
研究生毕业的时候! 都需要拍一部电影来
做为毕业作业% 因此!赵薇从新年一开始!

就一边拍摄新片!一边筹拍自己的导演(处
女作$!四处搜集好本子%

记者连线采访赵薇! 她正在片场忙于
拍摄.花木兰/!她的助手凌小姐证实说!赵
薇的毕业电影目前还在筹备阶段!(赵薇一

直在搜集剧本!对她来说!找一个好剧本非
常重要%$据了解!对于导演处女作!赵薇自
己不会演!她也不会当编剧%

从
!

月到
(

月!赵薇主要精力还是放
在主演电影.花木兰/上%

!

月
"%

日!.花木
兰/在北京举行了大型开机发布会!导演马
楚成携主演陈坤'赵薇'徐娇出席% 令人意
外的是! 俄罗斯著名男高音维塔斯也在电
影中出演角色!还将与赵薇有对手戏%

!杜恩湖"

01234

56789

!

不差钱只差好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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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决心不变成本不变

就在浙江版.西游记/即将于本月
"&

日杀青'且已被
&

家卫视购买之时!早就
开始为(西游$筹备的张纪中!终于有了新
动作%

!

月
"#

日!正在.倚天屠龙记/最后
一处场景***武夷山进行拍摄的张纪中!

出现在了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的著名景
区玉华洞! 为将在今年

.

月开机的张版
.西游记/探察外景!此地将作为张版.西
游记/外景地之一%

两年前就想拍.西游记/的张纪中!一
直是雷声大雨点小! 最深刻的记忆便是
(未开拍便喊穷$!张纪中已多次在公开场
合表示新版.西游记/将是(最贵电视剧$!

平均每集成本
!%%

万元% 于是关于.西游
记/的投资!让大家尤为关注% 张纪中表
示!该剧

'%1

的投资已经到位!其余部分
正在洽谈!今年

.

月可以顺利开机!(决心
没变!成本也没变$%

不过他坦言金融危机也影响到电视
剧制作业!许多电视剧因为投资资金不到
位而取消!.西游记/目前也遇到了一些困
难!但(保证剧组人员今年不会减薪$%

张纪中表示!.西游记/的拍摄至少要
用

!

年时间% 拍完.西游记/之后!他说不
定又会花上

"%

年的时间! 拍完金庸剧里
剩下的

.

部% !长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