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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有亚洲版!灵动"鬼影实录#之
称的中国内地首部伪纪录恐怖电影 !!区
"#号$将于 $月 "日在全国限量上映%

据了解&在'!区 "#号$的第二款女鬼海
报上&出现别字(此楼陌路)疏*途+&网友嘲讽
说&(殊途+并非生僻字&(如此明显的错误&连
小学生也不会做出& 这个片子竟然还以大标
题出现在电影宣传海报上令人不解+,

片方负责人解释& 该片海报的文字和画

面都经过长时间斟酌和推敲& 之所以用陌路
(疏+途&而不用(殊+途&是考虑到宣传词要与
影片-!区 "#号$的恐怖内容相辅相成%

据了解&-!区 "#号$是内地首部用伪
纪录手法拍摄的恐怖片& 该片采用家用录
像机方式拍摄&逼近真实&听着紧张短促的
呼吸声的同时& 观众也仿佛跟着主角的脚
步一起深入到了 !区 "#号&与片中主人公
共同面对恐惧&可谓新意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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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海口市金盘路 !"号 邮编"#$"%&' 总值班"''(&"'''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 "&#号 广告部"''(&"((( 发行部"''(&"))) 群众工作部"''(&"''" 邮发代号"(!.& 报费"每月三十元 零售每份一元 昨天开印时间1时44分 印完：5时35分 FG63yz{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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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随着炎
夏的到来&$月的电影市场也开始变得火热起来, 记者
"%日从天津中影等影城获悉&共有 %$部中外新片扎堆
上映&逐鹿银幕&其中&-建党伟业$-肩上蝶$和-雪花秘
扇$"部影片特别值得期待,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周年&随着(七一+的临
近& 红色题材影片自然少不了&-建党伟业$-湘江北去$

和-秋之白华$将唱响主旋律,其中&备受瞩目的-建党伟
业$将于 $月 %(日激昂登场&影片沿袭了-建国大业$的
超强明星阵容, 该片围绕 %&#%年前后展开&以毛泽东/

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周恩来等第一批中国
共产党党员为中心&讲述了他们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为国
家赴汤蹈火的精彩故事%

唯美/浪漫/感人的爱情电影一直是年轻人的最爱&

$月电影大银幕也不乏这样的影片% 由张之亮执导&陈
坤/江一燕/梁咏琪/桂纶镁领衔主演的爱情电影!肩上
蝶$将在 $月 #%日全国上映%影片讲述的是陈坤扮演的
昆虫学家严国同时受到江一燕/梁咏琪/桂纶镁分饰的
三位性格迥异的女性的青睐&在交往中&引发了一系列
感人的爱情&最后三位女性中的一人因爱化蝶&守护在
严国身边%

另外一部值得推荐的影片当属 $月 #"日上映的奇
幻电影 !雪花秘扇$& 除了强大的明星阵容外&(同性秘
爱+的题材也非常新颖% 影片改编自美国华裔女作家邝
丽莎的同名英文小说&由李冰冰/全智贤和休0杰克曼等
主演%李冰冰和全智贤在片中演绎了分别发生在清末和
当代的两段女人之间的凄美委婉的感情故事%

除以上 (部国产影片外&在 $月上映的国产电影还
有恐怖片!! 区 "# 号"三更夜惊魂$1惊悚片-敏感事
件$1悬疑片-夺命心跳$1爱情片-男得有爱$-假装情
侣$1抗战影片-岁岁清明$1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末代女
土司$%

除国产影片外&-战略特勤组$-天际浩劫$-街舞对
决$和-终极快递$)部进口影片也将在 $月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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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今晚&(颂党0倡廉+省直片区
文艺晚会在海口经济学院礼堂举行%

来自省农垦总局的演员& 用儋州调声
演唱的-唱支调声给党听$&赢得现场观众
阵阵掌声% (在党的阳光下&我们是盛开的
鲜花% 在党的旗帜下&我们是冲锋的战士%

为了党的荣誉&我们甘守清贫%为了党的纯
洁&我们清风正气% +由省公安厅选送的诗

歌朗诵-我的战友许用开$&感人至深%

据了解&(颂党0倡廉+ 省直片区文艺晚
会&不仅通过寓教于乐的廉政歌曲/舞蹈/小
品等节目表现了(颂党0倡廉+这一主题&还教
育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廉为荣&以贪为耻%

晚会由省纪委/省委宣传部/省直机
关工委/省监察厅/省文明办/省文体厅联
合主办&省直机关工委和省直机关纪工委
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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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达人秀》拔综艺类节目头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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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月向来是各类
综艺选秀节目火爆的档期& 而日前
播出的第五集-中国达人秀$&在全
国 #$ 城市的收视率达到了 #+&,&

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段节目中占得鳌
头%区别于其它选秀综艺节目的是&

-中国达人秀$强调全场互动&评委
周立波更是动辄上台(秀+一把% 这
种取经自国外综艺节目的形式&加
上周立波在上海观众中的高人气&

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

周立波以一惯的(打假斗士+姿
态出现&对选手拍碎酒瓶等(绝活+

当场揭穿%据悉&(月 #&日播出的节
目来了两位表演(绝活+的选手&一

位装扮成蝙蝠侠的选手让几台电扇
同时飞转& 然后用舌头一一停住电
扇的叶片% 周立波对此不以为然"

(这个节目我小时候就玩过&只要掌
握好叶片转动方向&就没问题% +说
着他拿起随身带的小电扇& 也分别
用口/手和舌停止了叶片的转动%

随后选手凌春江出场& 他将 %'

多个装满水的玻璃瓶摆在桌上&只见
他稍一运气&用力向瓶口拍去&瓶底应
声而碎% 周立波又不信邪&走上台来&

也是一掌拍下&瓶底竟也碎了一地%凌
春江因此被淘汰% 周立波颇有感触地
说"(当我们对某些东西表示惊奇的时
候&要先试一下再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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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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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 "%日晚在江苏省江阴市开
幕&来自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等 ##个国
家和地区的 $(部影片将参赛/展映%

本届电影节申报的影片2含短片3共 %-)部&其
中海外影片 %#$部&国产影片 (-部,共有 #%个国家
和地区的 )%部影片以及 #)部国产影片入选电影节
参赛单元和展映单元,

本届电影节主席/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长
侯克明说&从 #''&年到 #'%'年&中国共拍摄制作
了 %'(部儿童片&儿童片公益放映活动的数量和普
及程度也获得逐年提升,举办电影节一方面是进行
国际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儿童电影自身
发展的一次检阅和思考,

在为期 (天的电影节期间&来自意大利/印度/

中国等 -个国家的 %%位儿童电影专家组成的国际
评委会将评出(最佳儿童片+等 %' 个奖项&由 #"'

名江阴当地少年儿童组成的小评审团将评选出(儿
童最喜爱的故事片+等 "个奖项,

本届电影节新设立的环节...儿童电影交易
会将为儿童电影走向市场提供新的资源整合平台&

有 -'部中外儿童电影参加首届儿童电影交易会,

此外&儿童电视纪录片和动画短片首次成为电影节
竞赛单元的组成部分,

本届电影节设立了总额 -'万元人民币的资助资
金&奖励优秀影片获得者, 其中最佳儿童片 %#万元/

最佳中国儿童片江阴政府特别荣誉奖 "'万元, 中国
国际儿童电影节创办于 %&-&年&每两年举办一届,

16部中外
新片扎堆
6月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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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刚刚复出不久的韩国偶像明
星安七炫携手中国女明星施艳飞& 正在无
锡影视城联袂拍摄中国古装电视剧 -帝
锦#&记者近日前往探班&看到他已龙袍加
身&端坐在大龙椅上&俨然已成了一位威严
的中国古代皇帝,

由于服兵役已悄然离别演艺圈两年之
久的安七炫& 在拍摄现场依然受到了数百
粉丝的(围追堵截+,安七炫说"(在事业上&

我想进军中国市场& 想做些和现在韩流文
化不一样的东西, +他说&他从小就很喜欢

中国历史&没想到自己首度接拍古装剧&就
登基做了中国皇帝,有趣的是&戏里戏外他
整天被一群古装美女围着& 而且这些宫女
大多由他的粉丝免费前来助演& 真可谓集
万千宠爱于一身,

当问及拍戏有何难处& 安七炫坦言语
言不通&压力不小&虽然拍戏时他大多操着
一口韩语& 而和他演对手戏的内地和香港
演员则说普通话/粤语&交流存在障碍&有
时只能说些英语便于沟通& 甚至靠眼神去
感受彼此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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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文昌市作协设立(文昌青年文学奖+&用以奖掖和扶
持更多文昌籍的文学新人,

据了解&(文昌青年文学奖+每年评奖一次&以
后各年度的奖励标准依当年情况另定& 原则上不
低于首次标准, 首次三种体裁2小说/散文/诗歌3

同时评奖&以后每次评奖专评一种体裁&三种体裁
轮换交替参评,

首届(文昌青年文学奖+征文时间从 #'%%年 (

月 #&日开始&至 #'%#年 (月 #&日结束, 文学奖征
文题材不限&要求作品思想健康/格调清新,小说/散
文不少于 #'''字&诗歌不低于 "'行, 征稿的对象
为 )(岁以下2含 )(岁3的文昌籍公民, 每种文章体
裁分别设置一等奖/二等奖, 小说一等奖 %名/奖金
%万元1散文一等奖 %名/奖金 ('''元1诗歌一等奖
%名/奖金 ('''元,

据悉&作者可在(天涯社区+网的(文昌青年文学
奖+专栏发表作品&接受读者网上阅读和点评&然后
再根据有关规则进行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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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首次正式授权-百年孤独#中
文版首发式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行,

))年前&长篇小说-百年孤独#横空
出世震惊世界文坛& 此书的作者加西
亚0马尔克斯更是凭借-百年孤独#等一
系列作品一举摘得 %&-#年度诺贝尔文
学奖桂冠, ))年后的今天&作家莫言/

香港小说家张小娴/ 文化名人梁文道/

外国文学专家陈众议/-百年孤独#中文
版译者范晔和学者止庵等悉数出席首
发式& 为这部时隔 ))年后才正式出版
中文版的文学经典作了精彩的解读,

-百年孤独#被世界文坛誉为魔幻
现实主义文学的主峰& 作品反映了拉
丁美洲一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历
史, 小说描绘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
的传奇经历& 以及加勒比海沿岸小镇

马孔多的百年兴衰&融入神话传说/民
间故事/宗教典故等神秘因素&巧妙地
糅合了现实与魔幻& 展现出一个色彩
斑斓/瑰丽诗意的想象世界&成为 #'

世纪最重要的经典文学巨著之一,

-百年孤独#对于中国读者的影响
是毋庸置疑的& 加西亚0马尔克斯在
%&-#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一
系列作品在国内出版& 而其中出版数
量最多的就是 -百年孤独#, -百年孤
独# 以及马尔克斯的其他作品在中国
掀起一股魔幻现实主义的旋风& 受影
响的不仅仅是普通读者& 许多著名作
家都直言深受马尔克斯的影响,

另据出版方介绍&区别于早前的
各种转译和合译删节本&此次出版的
-百年孤独# 中文版为国内首次推出
的正式全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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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阿宝
为何轻松“偷走”中国功夫

卷土重来的好莱坞动画大片 -功夫
熊猫 ##正在中国影院内外激起两极化的
反应" 观众迫不及待排起长龙观影1以
(熊猫人+闻名的行为艺术家赵半狄等却
在(文化侵略+的焦虑感中树起了抵制和
讨伐(美国熊猫+的大旗,

-功夫熊猫 ##用 ". 技术和美国式
的幽默感(掘金+中国丰厚的动画与传统
文化资源& 在银幕上再现了一个令人神
往的/古典而美丽的中国, 而中国电影人
却难以逃避观众的再三追问" 熊猫阿宝
为什么轻松地(偷走+了中国功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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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在中国首映的 -功夫熊猫
#$&据称首日票房突破 )''' 万元&超越
好莱坞大片-阿凡达$和国产电影-唐山
大地震$&刷新了中国电影市场首日票房
的最高纪录,

令这部影片在网络上炙手可热的不
仅是(超萌+的熊猫&还有一场看上去势

单力薄的文化抵制行动, 近日&赵半狄与
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院长孙立军/北
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联名书写致中国家
长和孩子的公开信&呼吁他们()六一*去
看大自然&不看-功夫熊猫 #$+&不要被美
国的文化侵略(洗脑+,

网民(-'后的三十而立+说&抵制-功
夫熊猫 #$可能是个善意的玩笑,(自己不
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 还不允许别人诠
释,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心态55+

(!功夫熊猫$通过一只可爱的熊猫形
象&向全世界输出和传播中国文化&这不是
一件好事吗4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严锋
对记者说, 他认为&好莱坞拍摄的!功夫熊
猫$ 用国际当代流行艺术和中国传统文化
结合&可以收到较好的对外传播效果,

*�>ÓÔ+?*ÑÒ+

ÚÛÜÝ,

卷土重来的!功夫熊猫 #$堪称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升级版&其中包括了太极/五行
拳等功夫&以及针灸/算命/皮影/中式建

筑/青绿山水以及中国特有的亲情表达,这
部影片还从上世纪香港电影黄金时期所生
产的武侠片中汲取了大量的灵感& 许多段
落都是在模仿并且向香港武侠片致敬,

(美国熊猫+的(中国功夫+是怎么练
成的4 梦工厂艺术总监雷蒙0季巴赫对中
国媒体说&!功夫熊猫 #$背后有一个强大
的国际创作团队&其中包括美国人/中国
人/韩国人, 他们热爱中国文化&但并不
完全拷贝中国文化& 而是在借鉴中国的
故事和题材之后&创造出新的故事,

他介绍说&美国创作人员特地到北京
的胡同坐黄包车&登长城&还考察了平遥
古城& 这些中国特色的建筑都被放进了
!功夫熊猫 #$ 的场景设计之中, 影片最
后&孔雀王的军队驶出(凤凰城的港口+&

参考借鉴的也是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正因
如此&中国观众才会觉得这部影片的画面
(既漂亮&又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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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继续用拒绝来抵制这只好莱坞
(熊猫+&不如虚心承认自身的不足&反过
来向熊猫学点(功夫+,

央视热播动画片!滴水精灵$的制
作人/上海星洲文化传媒公司总经理曹
钢认为&中美动画电影的差距(依然很
大+, 这并不仅仅因为好莱坞拥有世界
上第一流的动漫技术和雄厚的资金支
撑&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文化提炼和故事
创意上的差距,

(好莱坞原创的能力超出中国电影人
的想象之外, 比如&功夫熊猫)阿宝*的父
亲是个鸭子&这怎么可能呢4可是&这样的
剧情安排还就是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 +

曹钢认为& 好莱坞在文化借鉴之外
更有一套(深入人性深处+的独门功夫&

这就是牢牢抓住观众的情感需求& 把亲
情/感情的吸引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也
许是中国电影人和动漫产业更容易学
习/也更迫切需要学习的(功夫+&不仅要
得其形&更要得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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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古沉船(南澳!号+#'%%年度水
下考古发掘工作历时过半&沉船的发掘工作
取得了重大进展& 大量完整器物和精品/新
品文物出水&沉船船体结构也进一步清晰,

据(南澳!号+水下考古工作队队长
崔勇介绍& 由于 #'%'年度所拉的基线及
所钉舱位牌经过水流/海水腐蚀等方面的
影响&损坏严重&为防止盗掘&四个方向边
框也于去年取掉,本阶段的水下工作主要
为基线的调整&四个边框线的恢复及舱位
牌的重新标识& 和北九号舱至北十五号
舱/南二号舱和南三号舱的抽泥/冲泥/拍
摄/绘图及发掘工作,

经过考古队员的努力和打捞局工作
人员的积极配合& 本阶段共出水文物
#*"%件&另出水铜钱 "")$枚, 出水的文
物中&瓷器 #$$* 件&占出水文物总数的
&**以上, 瓷器中 *'*左右为福建漳州

窑系瓷器& 其他为江西景德镇窑系瓷器
和其他窑系,

崔勇介绍&出水器物中&以青花花卉纹
盘/青花花鸟纹(福+款杯/酱釉堆塑龙纹罐
等居多, 精品文物以青花龙纹(万福攸同+

款碗/青花高官厚禄图碗/青花喜鹊登枝图
碗/青花丹凤朝阳图盘/青花封侯爵禄图
盘/青花缠枝花卉纹大罐为主, 新品文物
有青花双鱼纹盘/青花鲤鱼跃龙门图盘/青
花鲤鱼跃龙门图碗/青花(义+字盘/堆塑龙
纹四系题(玉+字陶罐/圆柄方形木棒,

(南澳!号+沉船位于广东省汕头市南
澳县东南三点金海域的岛屿和半潮礁之间&

距南澳岛最近距离约 #海里, #''*年 (月&

因南澳县渔民的生产活动发现沉船遗址的
准确位置,目前已探知(南澳!号+古沉船长
"(米/宽 -米,#'%%年度的水下考古工作计
划将(南澳!号+余下的文物全部打捞出水&

但仍没有打捞船体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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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发行的!中国书画博览$大型画册典藏本&以专题形
式收录了海南省知名画家谭龙建的 %"幅油画作品,

收录入画册中的谭龙建作品& 都取材于海南
岛&如海南的黎族苗族风情/ 家渔女/热带雨林等,

在这些作品中&谭龙建关注的不是现实生活中全景
式/波澜壮阔的场面&而是选取平凡的日常生活场景
来下笔&从而流露出朴实至真的人生哲理,收录的作
品有人物/自然美景&如!相约黄昏$/!山寨余晖$/

!新海岸$/!夕阳下的 家女$/!梦雨林$等&画作色
彩鲜明浓烈&主题庄重沉稳&手法细腻写实而具有当
代性&充满了人文气息&但又不拘于画家眼中的自然
实景和单纯的人物描画,谭龙建出生在海南&是海南
省油画学会副主席/中国美协会员,

据了解&!中国书画博览$ 以介绍国内书画名
家作品和书画点评著称& 该画册此次收录谭龙建
的多幅油画作品并重点点评和推介其作品& 可见
这位画家的作品所蕴含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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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比拍卖行 "%日在香港举行(梅云堂藏张大千
画+专场拍卖&#(幅作品全部卖出&总成交价为
$+-亿港元,其中&!嘉耦图$!

CDE

"以 %+&亿港
元成交&刷新了张大千作品拍卖纪录,

作于 %&)*年的设色纸本立轴!嘉耦图$长约
%+-)米/宽约 '+&米&以荷花入画&寓意佳偶天成,

画中精工细致的描金朱荷&在墨绿渍染的田田茂
叶的衬托下&富丽堂皇而无匠俗之气&浓阴中的双
栖鸳鸯色彩斑斓/悠然自得, 全画气度宏大/层次
井然&是张大千泼彩泼墨画法的代表作,

记者在拍卖会现场看到& 这幅画刚一出现
就引起买家们的热烈竞逐&经过几番叫价&最终
以 %+&亿港元被来自台湾的资深买家购得&是
原估价的约 %'倍之多,

这批来自香港私人收藏(梅云堂+的拍品&涵
盖了工笔/写意/泼墨泼彩等不同类型&既有大尺
幅的山水写意&也有娇小精致的团扇扇面&较典型
和完整地体现了张大千创作中期的绘画风格,

作为 #'世纪中国书画界最具传奇色彩的
人物之一&张大千在绘画/书法/篆刻/诗词方面
都有很深的造诣,他一生游历世界各国&创作了
近 )万幅中国画& 并在实践中创新了中国传统
绘画技艺...泼墨泼彩技法& 开创了中国画的
一代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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