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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大雨过后#第 !" 届东京电影节 !!

日在东京市中心的六本木新城开幕##$ 部
入围竞赛单元的优秀影片将在 %天时间里
竞逐电影节最高奖$$$金麒麟奖%

明星走红地毯历来是电影节开幕的重

头戏#而东京电影节则为明星们准备了用回
收旧塑料瓶制成的绿地毯%东京电影节的主
题是&相信电影的力量'#主办方希望通过绿
地毯唤起人们对于节能环保的重视%

第一个出现在绿毯上的是著名影星成
龙#日本影迷们以超高分贝尖叫欢迎偶像到

场%成龙主演的电影(辛亥革命)被选为电影
节开幕影片#这也是他从影生涯的第 #&&部
作品%

去年凭借电影(观音山)荣登东京电影
节影后宝座的中国演员范冰冰今年以电影
节评委身份踏上绿毯%

中国青年演员江一燕* 窦骁也受邀跟
随中国代表团出席东京电影节# 并将在 !'

日开幕的&中国动漫节+影视周'上推介中
国电影%

今年入围竞赛单元的华语影片是杜
家毅执导的青春励志片(转山)和彭顺执
导的恐怖片(梦游)% (转山)根据畅销小
说改编# 讲述的是一个年轻人通过一场
生死旅行找到自己人生意义的故事% 这
部影片是导演杜家毅的处女作# 将于 ##

月在中国国内公映% (梦游)的主演是有
&亚洲鬼后'之称的李心洁#日本是恐怖
片大国#能够入围东京电影节#主创人员
都表示非常开心%

作为日本最盛大的国际性电影节#众多
日本国内一线明星自然不能缺席% 阿部宽*

小栗旬*北川景子以及童星芦田爱菜等一走
上绿地毯就引起轰动%

本届东京电影节安排了中日合拍影片
(通往明日之爱)的特别展映#以庆祝明年中
日邦交正常化 "&周年%另外还特设&跨越震
灾'单元#希望通过电影抚平日本遭受的地
震伤痛%

随后#东京电影节开幕式在六本木新城
的东宝剧院举行%东京电影节主席依田巽宣
布东京电影节正式开幕% 他在致辞中说#日
本地震之后#组委会曾讨论过是否要推迟或
者取消东京电影节#不过最终因为组委会希
望通过电影抚慰地震带来的伤痛#电影节如
期举行%

成龙作为电影节的特别嘉宾#也在开幕
式上发言%他感谢评委会选择(辛亥革命)作
为开幕影片#希望大家看过电影之后可以加
深对中国的理解%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也出现在电影节开
幕式的舞台上%他与在场嘉宾分享了儿时对
于电影的记忆#并且代表日本人民感谢世界
电影人对日本震后重建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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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日前#张艺谋新作(金陵十三
钗)曝光首款预告片%其中一个眼含泪水的
面部特写# 让佟大为成为预告片中惟一有
正面特写的中国男演员#他的中国军人&神
枪手'角色也随之曝光%

佟大为在(金陵十三钗)中饰演一名中
国军人#身份是一个枪法高超的狙击手%从
预告片来看# 被战争摧毁得满目疮痍的南
京城#鸿大纸店已被炮火轰掉了窗户#面目
全非% &神枪手'佟大为埋伏在二楼的残垣#

他瞄准的不是不断接近的二十余名日本士

兵#而是他事先放好的一枚手榴弹%只见子
弹上膛#瞄准目标#扳机扣动#手榴弹被击
中炸开#多名日本士兵倒下%预告片公布不
久#佟大为便在微博上转发了该视频#评论
道,&回想那几个月# 整个团队背着使命感
在拍摄% 张导的严谨鼓舞了我们尽全力来
真实还原那段伤痛的历史# 看到预告片又
让我想起曾那样不遗余力地折腾自己% '

据悉#(金陵十三钗) 将于 #!月 #(日
在全国上映% 该片将代表中国内地参加
!&#!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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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帮)#&月 !!日在浙江*天
津等卫视开播#这也是赵宝刚导演在话题剧
上的最新探索与尝试#汇集了孙红雷*黄磊*

王珞丹*汪俊*隋俊波*张俪*冯丹滢*王子
文*姚笛*王若心等实力人气演员#打造现代
都市爱情经典% 赵宝刚直言#该剧将打造现
代人婚恋教科书%

孙红雷阔别 '年再演电视剧#一改往日
硬汉形象#变身一个作家宅男#热衷于探讨
爱情和生活的哲学#津津乐道*乐此不疲#让
身边的朋友不知所云-黄磊自(婚姻保卫战)

之后再演&经济适用男'罗书全#他是电脑培
训师#对于爱情的不确定性让他对于满嘴爱
情哲理的顾小白极为信任%导演汪俊此次饰

演黄金单身男左永邦#他独特的爱情理论以
及对顾小白和罗书全的深厚情义#让他顺理
成章成为三人中的大哥#对于爱情他渴望但
并不相信% 三个男人拼一台戏#共同为爱情
支招% 而三位风格各具的演员现场搭戏#激
情迸发#是这部剧的最大亮点%

(男人帮)是赵宝刚导演的一次创新尝
试#他告诉记者#这部剧与他以往的剧不同#

美剧的编排#日剧的腔调% &站在男性的角度
真实地解读一回爱情'# 语言犀利直揭都市
男人心声% 赵宝刚在谈到这部剧时#认为一
部剧接地气是一方面标准#自己不只是想简
单地还原真实生活#不只满足于照搬那些身
边的现实#他更希望在接地气的同时#能拔

高一点内涵#能给观众一些启发%

(男人帮)剧情结构可以看
成单元剧和连续剧的结合#每集
一个话题#探讨一种爱情#可以
单独成集#也因为三位男主角的
感情进展而相互关联在一起% 剧
中探讨的话题直击当下男女内
心的困境和疑问#男人怎样选择
爱情#女人怎样抓住爱情#剧中
向观众抛出很多话题#这些问题
大多并没有直接答案#只在一些
时候表明主创的态度#让大家自
己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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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第 !&届中国金鸡
百花电影节的重要一项$$$第 !)届金
鸡奖的 #)个奖项将在电影节颁奖典礼
和闭幕式上一一揭晓#影帝影后也在当
晚揭晓% 最佳男主角奖由孙淳*(秋喜)+

摘取#娜仁花凭借(额吉)获得最佳女主
角称号% 今年的金鸡百花电影节
上#最佳男*女主角奖项都没有
出现&双黄蛋'现象%

据了解#!! 日全天#!# 名
评委在保密的情况下# 进行第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终评%

当晚的第 !) 届中国电影金鸡
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以 &戏梦
人生'为主题#上届金鸡影帝吴
刚搭档央视电影频道主持人经
纬担任主持%

缺席!# 日的第 !) 届中国

电影金鸡奖提名者颁布典礼的蒋雯
丽*郭富城出席了闭幕式#其中郭富
城与孙淳* 王千源角逐最佳男主角#

而蒋雯丽携带(我们天上见)角逐最
佳处女作奖项%

针对以往历届奖项出现 &双黄蛋'

的问题#也成为此次关注的焦点% 颁奖
典礼之前#对于本届电影节是否会出现
&双黄蛋'#评委们均表示#有可能不排
除%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康健民在此前
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这个奖项两年评一
次#希望表现好的作品能够获奖#但这
与评奖的权威性不矛盾#够水准才能并
列#没有半点照顾%

本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共有 !&& 部
不同片种的影片报名参评#总数创下历
届之最%其中有 ,&部获得各项提名#角
逐最后的 #)个奖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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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今天从南海网获悉 # &我是大民
星 '$$$!&##中国海南首届百姓达人选拔
大赛将于 !"日晚在澄迈县举行#届时将有
来自海南省各地的 #!强选手角逐总冠军#

总冠军奖金高达 #万元%

&我是大民星'选拔赛自今年 $月份启
动以来#受到海南各地百姓热捧#大赛历时
(个月时间#分海选报名*初复选赛*月赛*

总决赛四个阶段进行% 据了解#本次大赛的
年度冠军将获得奖金 #万元以及大礼一份#

并有机会签约澄迈县歌舞团和南海网成为
签约艺员# 参与海南省内的各类演艺活动
并被推荐到省外参与比赛% 同时#获得冠*

亚*季军的选手#都可以成为 !&#!年海南
国际旅游岛第二届网络春晚的表演嘉宾%

&我是大民星'$$$!&##中国海南首届
百姓达人选拔大赛由南海网策划*发起#海
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澄迈县人民政
府*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主办#海南省群
众艺术馆*澄迈县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南
海网联合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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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美国飞虎队队员格伦+本尼达
与中国人民&(& 天情#(& 年缘'感人经历
的纪录片(飞虎情缘)!海外版"首映式#!#

日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尼克松图
书馆举行%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
小林*本尼达的遗孀等亲属*部分飞虎队
成员*当地官员和其他各界代表近百人出
席了首映式%

本片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中国
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联合监制# 真实生动
地记录了本尼达与中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感
人经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年仅 #)岁的本
尼达作为飞虎队第 #"航空联队飞行员被
派往中国战场%在一次空战中#他驾驶的战

机不幸被日军击落#坠于湖北省监利县%经
过中国军民近 (&天的艰难营救#本尼达幸
运脱险% 这段经历使他产生了终生难忘的
中国情结# 最终引出一段在八旬高龄重返
中国的感恩之旅%

李小林在首映式上致辞说#本尼达分
别在 !&&! 年*!&&$ 年和 !&#& 年三次带
家人回到中国#看望营救他的中国百姓#

表达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 从那时起#她
就与本尼达一家结下深厚友谊# 拍摄人
员随后用了 ( 年时间跟踪这个故事#最
终在本尼达逝世一周年之际把这段经历搬
上了银幕%

(飞虎情缘)是 !&## 年中美人文交流
项目之一# 曾于 "月在中国驻美大使馆放
映#引起热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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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在相继推出了普契
尼* 威尔第* 多尼采蒂等意大利经典歌剧
后# 国家大剧院日前推出了自主制作的首
部罗西尼歌剧(灰姑娘)#许多童话中的奇
幻场景惊艳现身舞台%

当灰姑娘的继父眉飞色舞以男低音咏
叹调(我的女儿们)描述自己的梦境时#舞
台深处那面巨大的投影墙浮现出了梦中场
面# 一只惟妙惟肖的卡通飞驴从房顶展翅
高飞#在场许多观众露出了会心的笑容-童
话中从天而降的马车也以投影和实物相结
合的方式出现在了剧中%

演唱阵容中最大的亮点无疑是来自俄
罗斯的青年男高音马克西姆+米罗诺夫#这
位相貌英俊* 有着芭蕾舞演员一般修长身
材的金发歌手# 堪称王子一角的最佳扮演
者#举手投足都流露出优雅的气质%当他在
第二幕发现安杰利娜便是他心爱的姑娘
时# 唱出了一首激动人心的男高音咏叹调
(我发誓要找到她)#展现了黄金般的音色#

并挑战了多个极高音的炫技段落%

饰演女主角安杰利娜的女高音席薇
娅+珊塔菲展示了一位淳朴而乐观的灰
姑娘形象#而意大利男低音德+卡罗利斯
将那位冷酷势利的没落贵族刻画得入木
三分%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歌剧(灰姑娘)演

出是国家大剧院开业近四年来# 首次尝试
在戏剧场演出歌剧% 相比于大剧院的歌剧
院# 戏剧场无疑为观众与舞台和乐队之间
增添了更多的亲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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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由海口市委宣传部*海口市文体局*

共青团海口市委等联合主办的 &欢乐海
口+扬歌有约'$$$!&## 年全民红歌汇歌
曲大奖赛#在万绿园中心广场进行总决赛%

大赛自 " 月 !% 日启动以来# 吸引了
来自海南省内外近万名爱好者参与#其中
年龄最大者 ,!岁#年纪最小的只有 ,岁%

他们以不同的歌唱形式参与比赛% 经过海
选*周赛*月赛*淘汰赛*晋级赛*半决赛#

最后有 #(名歌手脱颖而出# 入围今晚的

年度总决赛%

正如本次比赛的口号&放飞我梦想+我
唱我快乐'一样#在主打&红歌经典'的背景
下##(名选手分别演绎着红歌的魅力%一位
参赛者告诉记者#&欢乐海口+扬歌有约'先
后举办了 "届#每一届他都报名参加#自称
参加比赛不仅能锻炼自己#丰富业余生活#

同时让很多像他一样的年轻人通过赛事在
演唱红歌*欣赏红歌的过程中#了解到了传
唱红歌经典的意义#宣传党的光辉历程#重
新回味那段红色经典岁月%

`ó*�ôáî�$õö÷%-øA!

|QùNDúûü�^ýd@×+þÿ!

£",~#& !OP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