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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纯公益性的首届
海南省交谊舞比赛目前正在筹备之中# 海南
日报记者从海南省舞蹈家协会获悉$ 正式比
赛将于 !月 "#日至 "!日进行$ 比赛地点设
在海南省文化体育公园内%

据介绍$ 首届海南省交谊舞比赛设立团
体赛和个人赛两大项目$赛程分预赛和决赛$

预赛和决赛均采取现场表演方式进行评比$

决赛入围名单由评审组从预赛中评审出优秀
团队和优秀个人选手进入决赛$ 决赛结束后
即举行颁奖仪式%大赛组委会从 $月 %!日起
接受团体赛和个人赛选手报名$!月 %!日报
名截止%

比赛由海南省舞协和海南省群艺馆联合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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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余名青年
学生精心编排的大型诗舞乐 &真理之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昨晚在海口经济学
院礼堂上演%

整场演出分为)东方红*+,春天的故事*+

,走进新时代*和,伟大复兴*四个篇章% 来自
海经院各个院系的同学以歌舞+诗朗诵+器乐
以及情景表演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 讴歌
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
得的伟大成就$ 表达了青年学子对革命先烈
的无限缅怀和对未来的畅想之情% 精彩的节
目赢得台下观众阵阵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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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滑稽艺术嘉年
华*晚会$%(日晚在海口人大会堂上演%

此次演出汇集了俄罗斯+乌克兰+乌兹别
克等多个国家的顶级滑稽表演大师$ 节目包
括幽默哑剧+滑稽木偶+滑稽杂技和滑稽舞蹈
等多种表演形式% 俄罗斯,快乐三人组合*表
演的,理发师*$为观众夸张地呈现了时尚而
搞笑发型的炮制过程$而,贪婪的爱球人*这
个节目在表演过程中让现场观众笑声和掌声
不断$还有些节目更是兼滑稽杂耍+滑稽魔术
和滑稽乐器演奏等于一身%

此次演出被列为 ,阳光海口-娱乐之都-
品位之城*精品演出$由海南华人国际文化集
团有限公司主办%

@<A 建党 &'周年献礼剧 &中国
%&)%($于 %!日起在央视一套黄金档与乐
视网同步播出$这部集合了胡军+于和伟+

陈建斌+谷智鑫+李沁等强大明星阵容的
主旋律作品的开播$也将强势拉开今年荧
屏,红色季*的序幕% %$日$该剧在北京举
行了首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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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再现了 %'' 年前的,*'

后 &'后*抛头颅洒热血$肩负起复兴中华
重任的历史身影$全剧的着眼点在,青春*

二字$既有穿碎花棉袍长围巾+吟诗赋词
通书信的北洋时代的女子身影$也有着历
代年轻人都会经历的热血往事$堪称,伟
人版&奋斗(*% 与其他主旋律题材作品不
同的是$该剧首次描述了毛泽东的思想成
长过程$ 展现了毛泽东从一个迷茫的青
年$经历了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等诸多
尝试$ 最后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也从伟人变成了普通
的热情青年%

剧中出演青年毛泽东的谷智鑫$已经

是第二次饰演同一角色% 他表示$&中国
%&)%( 里的毛泽东既有认真严肃的一面$

也有孩子气和浪漫温情的一面% ,之前我
在&恰同学少年(中演过毛泽东$这次续演
青年毛泽东$希望把毛泽东从一师到北大
到工作的历程演完$因为这是一个整体的
东西$ 不希望另一个演员去打破他的完
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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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以青年毛泽东为首的新
民学会的发展经历为主要线索$剧中的一
大亮点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爱情故事$饰
演杨开慧的李沁曾在&建党伟业(中扮演
同一角色% 她透露$剧中毛泽东与杨开慧
谈恋爱也是时下流行的,女追男*模式$杨
开慧的可爱与浪漫让毛泽东无法拒绝$两
人的恋爱一开始并不被岳父杨昌济所认
可$但在杨开慧的坚持下$有情人最终还
是走到了一起%

剧中充分展现了两人恋爱的细节$

李沁说!,杨开慧是一个满怀革命抱负
的强女子$ 但在毛泽东面前也爱撒娇$

偶尔展现小女人的一面$她把家庭打理
得非常好$又有事业心$是个近乎完美
的女人% *她透露$剧中她与谷智鑫除了
根据剧本走$还特别为毛+杨二人设计
了一些浪漫的小细节$就像现代偶像剧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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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启用了全明星演员阵
容$包括胡军+于和伟+谷智鑫+李沁+陈建
斌+杨立新等国内一线演员都能在剧中找
到他们的身影% 不过$由于&中国 %&)%(的
开播时间定得仓促$当天胡军和陈建斌因
档期原因未能到场$但现场两人的剧照也
十分抢眼%

胡军在&中国 %&)%(中饰演李大钊$

据悉$他的造型参照了小学语文课本中出
现的李大钊形象$黑色的长袍夹袄$戴一
副圆形无框眼镜$ 嘴唇上贴着浓密的胡
须$经典的造型让人过目不忘% 陈建斌在
剧中客串出演吴炳湘 +陈独秀的安徽同
乡,$吕中出演毛泽东母亲$此外$段祺瑞
由吴京安饰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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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两度摘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的比利时著名导演达尔代纳兄弟的新作
&单车少年(%$日亮相第 !-届戛纳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 两位导演看似不露声色的高
超叙事技巧再次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影片讲述了 %% 岁少年西里尔找爸爸
的故事% 爸爸把西里尔放在了孤儿院$并告
诉他会回来找他% 可是$苦等父亲不来的西
里尔失去了耐心$他从孤儿院里跑了出来$

回到原来和父亲居住的公寓% 他用力敲门$

可是没人回答% 从孤儿院赶来的工作人员
要把西里尔带回去$他再次逃跑$躲到了地
下室的医药室% 一次偶遇$开理发店的萨曼
莎认识了西里尔$ 她帮他买回了之前父亲
送给他的自行车$对他关怀备至% 但是$西
里尔因交友不慎$ 成为抢劫犯的帮凶..

最终$导演达尔代纳兄弟给了&单车少年(

一个充满希望和开放的结局/

让*皮埃尔-达尔代纳和吕克-达尔代
纳兄弟同时也是&单车少年(的编剧和制片

人% 影片根据日本一名被遗弃在孤儿院的
男孩的真实故事改编% 这个剧本达尔代纳
兄弟俩酝酿了数年% 相较于两人 %&&&年和
"''$年获得金棕榈奖的 &萝塞塔( 和 &孩
子($&单车少年(风格温情了不少% 虽然关
注的依然是普通人的平凡生活$ 但看起来
不再那么残忍与焦虑$一切都阳光明媚% 这
是达尔代纳兄弟首度在夏天拍摄故事$影

片中明媚的阳光给人带来希望%

让*皮埃尔-达尔代纳对自己的影片评
价说$&单车少年(某种意义上是一部童话%

影片中有一片森林$ 孩子的父亲扮演坏蛋
的角色$ 西里尔有点像木偶匹诺曹或是小
红帽$他将在天使的帮助下渡过重重难关%

达尔代纳兄弟反映社会边缘人群生活
所表现的自然主义风格在戛纳电影节早有
声誉$ 兄弟俩也自认为在现实主义和童话
救赎之间寻找平衡是他们的长项之一% 他
们的作品中$ 多个连续长镜头画面中充满
了不露痕迹的细节$ 人物角色关系看似简
单$实则充满张力% &单车少年(依旧是这种
,具有欺骗性*的简单风格的发展和延续%

达尔代纳兄弟上世纪 .' 年代以纪录
片创作者身份走上电影之路$ 从第三部故
事片作品&一诺千金(开始获得同行以及观
众的认可% 哥哥让*皮埃尔-达尔代纳今年
!'岁$ 比弟弟吕克-达尔代纳达尔大 (岁%

&单车少年(是他们入围戛纳电影节竞赛单
元的第五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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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由赵本山一手打造的 &乡村爱
情(系列第 -部&乡村爱情交响曲($将于 %*

日登陆黑龙江卫视% %$日晚$赵本山携众弟
子亮相黑龙江卫视参加&本山快乐营(两周年
庆典暨高清完整版&乡村爱情交响曲(全国首
映礼%

&乡村爱情交响曲(将播出$恰逢金牌栏
目&本山快乐营(开播两周年$为此黑龙江卫
视邀请象牙山村民一同为 ,&本山快乐营(两
周年庆典暨高清完整版&乡村爱情交响曲(全
国首映礼*助阵%而本山大叔亲自率领众弟子
出席首映礼% &乡村爱情交响曲(众演员轮番
上阵$以一曲&相亲相爱(开场$本山老师倾情
演唱的&乡村爱情交响曲(片尾曲$将现场的
气氛推到了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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