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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P 汇聚了 !"多位明星的电影
#辛亥革命$将于 #月 $%日在全国公映%身
兼总导演和主演身份的成龙对影片深为在
意&因为这不只是他主演的第 &'"部电影&

也是蕴含他'教育理念(的电影&)不少年轻
人现在只知道哈利*波特&我拍+辛亥革命$

是要提醒他们记住历史, 我们今天是在拍
一部历史片&不是拍一部明星片% (

对于辛亥百年风云& 成龙坦陈自己也
-十分陌生&很多东西我都不懂(&而这也是

他决定拍摄+辛亥革命$的原因&-我相信通
过这部电影&会有更多人了解辛亥革命&以
及那代人对民主的追求% 历史很容易就被
大家忘掉& 现在的年轻人中不少人只知道
哈利*波特和指环王%我们拍这种历史题材
是希望能提醒年轻人&希望他们重读历史%

所以我推掉其他事情& 一定要拍这个电
影% (

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成龙坦言自
己驾驭不好这样一部-史诗片(&张黎导演

的加入&让总导演成龙信心大增%对于两人
是如何分工的&成龙透露&在前期构思以及
具体拍摄的过程中& 他都将话语权和主导
权交给搭档张黎& 自己则负责统筹和整体
运作% 成龙比喻说!-他开车&我坐车&他说
怎么开就怎么开%到了三岔路口&我说应该
走这条路&那就走这条路% (

+辛亥革命$是成龙主演的第 (''部电
影&黄兴是成龙饰演的第 (''个角色%成龙
透露&最初自己只打算专心做好总导演&没

计划出演&-说老实话我以前就不知道辛亥
革命有黄兴&谈这部片子构思的时候&我才
知道原来黄兴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 我就
去了解这个人&最后决定演这个角色%我希
望这个角色能让观众忘记 )*+,-./0*1&而
去记住黄兴是谁& 记住他为辛亥革命和我
们这个民族做了些什么%(黄兴是成龙第一
次扮演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黄兴能文能
武&他是我扮演了 ##个小人物后&第一次
扮演的大人物&特别有挑战性% (

+辛亥革命$集结了 !"多名明星&但成
龙坚持这是一部历史片&而不是明星片&希
望观众更多地记住辛亥革命的故事& 而不
仅仅是明星% 而谈到儿子房祖名在片中的
表现时& 成龙则恢复严父形象&-有这么多
好的演员在里面&我怎么会对他特殊呢.我
只希望他没有被人家比下去就好& 他还需
要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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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参加第 23届威尼斯电影节
竞赛单元的两部影片 4日举行全球首映,

两部影片都有一位著名的美女演员担纲主
演& 但两位老资历导演在当天举行的官方
新闻发布会上心情却不相同,

在发布会上首先登场的是法国1 意大
利1瑞士合拍电影+炎夏$的摄制人员%影片
女主角由意大利女星莫妮卡*贝鲁奇担当&

电影主要讲述了一对夫妇和一对情侣的错
综复杂的爱情故事& 用导演的话说这是一
部-纯女性电影(&讲述-男人无法完全理解
的女性灵魂(%

然而媒体并没有对+炎夏$给出积极评
价%在 #月 (日举行的媒体放映场结束后&

现场响起了刺耳的嘘声% 对此&2%岁的法
国导演菲利普*加雷尔在发布会上紧绷着
脸&竭力解释说&每个人的喜好不同&他心
中的大师戈达尔的电影也曾招来嘘声% 从
十几岁开始自己的电影生涯至今& 接受了
无数嘘声&但他必须坚持他的想法%

留着长发的贝鲁奇身穿黑色套装出
场&形象成熟干练%她在电影初段的大尺度
演出成为发布会焦点%面对提问&贝鲁奇表
示这是送给+炎夏$的一份-厚礼(&她表示
电影拍摄时自己刚刚分娩一个半月& 整个
人还处于十分虚弱的阶段%

+炎夏$发布会结束后&+危险方法$登
场&这部德国1加拿大合拍电影根据一部话
剧改编& 讲述了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

德1 其弟子荣格与一位美丽女病人的情感
纠葛%

+危险方法$赢得了媒体的普遍欢迎%

媒体放映场结束后现场响起了热烈掌声%

发布会开始前&加拿大导演大卫*柯南伯格
赢得了如潮的掌声和叫好声%

凯拉*奈特利在电影中扮演了导致师
徒反目的一位红颜-元凶(% 当天她剪着精
致短发1 身穿白底花裙出场& 形象清新亮
丽%谈到扮演精神病患者是否感到困难&奈
特利举重若轻!-我是演员& 或许我本来就
有些神经质&不过我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并
阅读了荣格寄给女病人的书信% (

奈特利凭借+加勒比海盗$声名鹊起&

在+傲慢与偏见$+赎罪$等影片中有着出色

表现& 但纵观她的代表作品大多是 -古装
片(&因此现场有记者质疑她戏路偏窄% 对
此奈特利直言不讳!-或许我确实拍了太多
2古装片3&但我很喜欢这些电影&我爱扮演
历史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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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快乐女声 5进 6比赛昨晚如期唱响&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 78&洪辰1苏妙玲1

刘忻依次晋级& 在全国总决赛阶段多次上
终极 78台的杨洋和段林希进入终极 78&

最后千人大众评审投票& 段林希以 5!'票
对 %66票的优势成功晋级 6强&被称为-最
美快女(的杨洋没能续写神话&遗憾离开快
女舞台,

和以往几场全国总决赛不同的是&当
晚比赛首轮并没有选手直接晋级& 而是要
通过第二轮的排位争先 78战抢占首个晋
级名额,而这轮比赛中&决定选手们去留的
则是千人大众评审, 除了首轮 78过后站
上终极 78台的杨洋&洪辰1段林希1苏妙
玲和刘忻先后登场演唱& 自主选择任意一
区大众评审打分,最终洪辰的一曲+9-1:;.

;*<=$赢得大部分观众评委的青睐&以 &6#

分在四位选手中排名第一& 成功晋级全国
四强,

而本周小考待定的段林希经过三轮
78 后& 又在终极 78 战中与杨洋狭路相
逢,在最后的关键时刻&两位女生都拿出自
己的杀手锏&杨洋的一首+天空$演绎得柔
情空灵&段林希的+夜夜夜夜$则深情款款&

虏获千人大众评审的心& 让她以绝对优势
战胜杨洋&晋级全国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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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记者日前从海
南大学获悉& 该校艺术学院画家牧之的中
国画作品+鼓乐响来姐妹花$荣获首届-艺
术水立方杯(国际书画大展艺术奖,

据悉&第一届-艺术水立方杯(国际书
画大展是为纪念 $''3北京奥运会成功举
办三周年而筹办&设艺术奖 $'名, 作为一
项文化活动&-艺术水立方杯( 国际书画大
展将长期在-水立方(举办, 本次书画大展
由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1 北京市政府
侨务办公室及北京国家游泳中心联合主
办&以-盛世中华*奥林匹克*水立方(为创
作主题,

牧之介绍&+鼓乐响来姐妹花$ 是一幅
表现海南黎族女孩在花丛中击鼓并欢快舞
蹈的国画作品& 娴熟的中国传统笔墨语言
和独特的海南地域文化特色得到了评委评
语-艺术语言纯粹1画面墨色酣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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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上&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与梵高博物馆签订
将 #''余封梵高通信翻译成中文的合同,

荷兰画家文森特*梵高 /&35%*&3#'0

不仅给世界留下了大量独特的绘画和素描
作品&也留下了充满魅力的书信&绝大多数
信件是写给他的弟弟的& 也有给其他艺术
家如保罗*高更等, 梵高在信中表达了他
和弟弟间深厚的感情&他的梦想与失望1友
情与争执1与病魔的抗争等,过去 &5年间&

梵高博物馆的专家对已知的梵高书信进行
了全面研究&学术成果发表在两本专集中,

中文版 +梵高书信全集$ 收录梵高
&3!$年到 &3#'年去世为止所有被保存下
来的信件共 #'$封& 其中 3&#封是梵高写
的& 还有 3%封是朋友或家人写给梵高的,

梵高在信中谈到的每件印刷品1油画1素描
以及他的创作手稿1 他所遇见和提到的艺
术家等&将通过近 6%''幅图片在书中被形
象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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