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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北京怀柔热拍的电视剧
!莲花"# 是导演鄢颇在被砍事件后复出执
导的首部作品#李小冉饰女一号$莲花%#这
也是两人的首次合作&

据悉# 该剧讲述的是李小冉出演的女
主角莲花和男主演吴樾之间一段错位的爱
情故事& 莲花为了改善生活被迫卖了价值
连城的$汝窑水仙盆%& 鄢颇坦言'$这是一
个很地道的北京故事# 找一些地地道道的
北京人来演会更有味道& %!莲花" 最早是
一部话剧# 当时鄢颇就很想把它拍成一部
电视剧#$在没受伤前# 我就已经和投资方
协商好了要拍# 但后来由于事情的发生就
耽搁了#没想到他们不介意等我#所以住院
那段时间我就一直在和他们聊剧本& %

谈到拍戏中遇到的困难# 鄢颇笑言'

$北京的天气太冷了#有一场戏要小冉用磨
完的墨写字#但是戏还没开始#墨就已经结
冰了#有时候要给演员上油彩都上不了#全
变成了冰块& %

此次!莲花"是两人二度合作& 在剧
中#李小冉饰演的女一号莲花骨子里有着
旗人女子的强烈个性#刚烈且强悍#渴望
掌控自己的生活#做命运的主人& 鄢颇直
言'$剧中女主人公莲花身上某种特质和
生活中的李小冉很像# 比如个性都很倔
强#为人都很直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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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 !"届法国多维尔亚
洲电影节长片竞赛单元参赛影片#中国导
演李玉的作品 !观音山"!# 日亮相第 !"

届法国多维尔亚洲电影节& 在近两个小
时的放映结束后# 在场观众为影片报以
热烈掌声&

!观音山"讲述的是丁波(南风(肥皂 "

个年轻人租住了常月琴的房子& 常月琴沉
浸在儿子车祸死亡的痛苦中无法自拔#丁
波则无法面对母亲死后父亲再婚的事实#

南风的父亲酗酒(母亲软弱&几个人在从摩
擦到交流的过程中# 最终彼此慰藉与温
暖&这样一个故事主题略显哀伤#不过李
玉的表现手法较有女性细腻和温情的
特点#以及幽默感&

!$ 日下午#影片放映前#导演李
玉与本片男主角陈柏霖及制片人方
励来到放映大厅与观众进行交流&

李玉说# 很高兴带着这部影片来到
法国多维尔#她希望观众能通过影
片更多地了解中国& 值得一提的
是#李玉曾于 $%%& 年凭借!红颜"

摘得电影节长片竞赛单元大奖
$金荷花%奖& 对于!观音山"能否
再次在多维尔得奖# 李玉看得很淡
然'$如果能得奖# 我会觉得是个意外
的礼物& %

!观音山"将与另一名中国导演李睿
作品!老驴头"以及越南裔法国籍导演陈英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 !"号 邮编'#$"%&' 总值班'''(&"'''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 "&#号 广告部'''(&"((( 发行部'''(&"))) 群众工作部'''(&"''" 邮发代号'(!)& 报费'每月三十元 零售每份一元 昨天开印时间2时00分 印完：4时35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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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文化部艺术司(中国剧协(甘肃省
委宣传部( 甘肃省文化厅主办的大型历
史秦剧!麦积圣歌"进京演出 '$日(!"日
在梅兰芳大剧院举行& 该剧受到了专家
好评#被认为摆脱了众多$宫闱戏%的习
惯路子&

据主办方介绍#!麦积圣歌" 以甘肃省
天水市麦积山 ((号石窟乙弗氏为原型#用
凄婉壮美的故事#塑造了一位集佛性之慈(

人性之善( 母性之美于一身的伟大女性形
象& 南北朝时期#东魏(西魏两国争相交好
柔然国#以抗对方#西魏文帝元宝炬与柔然
和亲#在柔然公主和柔然大军的逼迫下#先
废太子#再废皇后& 乙弗皇后为弭战祸#一
再退让#初贬冷宫#进而又遭柔然公主和宇
文泰陷害#被遣秦州*今天水+麦积山两次
削发为尼#最终自焚而死&

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周育德评价说#

!麦积圣歌"的作者没有走$宫闱戏%的习
惯路子#没有着力描写乙弗氏与柔然公主
的钩心斗角#而是从佛家慈悲的立足点描
述了乙弗氏遇到平常人难以遇到和难以
解决的苦境险境#然而为了国家民族的利
益#她一一舍弃放下#这个过程写得相当
细腻动人&

沈阳评剧院原院长徐培成说# 区别于
过去传统戏#非常感人#将母子情(夫妻情(

百姓情都写在这么复杂的女性身上# 是一
部具有历史价值的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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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大地震牵动全球#记者获
悉#日本演艺界已全面停工#松竹映画 )!

日宣布#原定于本月 $&日上映的中国影片
!唐山大地震"将延期公映#$同时不排除取
消公映的可能性%&

受到地震影响#!!日下午在东京举行
的舞台剧( 音乐会等公演活动相继终止或
者宣布延期&

!唐山大地震"原定于月底在日本上
映#该片在日本也备受关注#日本人气小
童星芦田爱菜与相武纱季为女主角 $方
登%的幼年与成年时期担任日语版配音#

创作型歌手一青窈将为该片献唱主题
歌#曲名定为!哭泣的脸庞"&影片发行方
松竹原定于 !! 日夜间举行电影的试映
会# 也因为播放电影的场馆天花板塌陷
至人员伤亡而中止& 此前# 松竹还曾表
示#将从 !$ 日起在日本各大影院设立爱
心募款箱#并将影片的一部分收入#通过
日本红十字基金会# 无偿捐给在 $ 月 $$

日新西兰地震中受难的灾民# 希望他们
早日重建家园&如今电影尚未上映#却发
生了日本地震&

对于 !唐山大地震" 或延期上映的事
情# 冯小刚尚未回应# 他只是在微博中写
道'$昨天发生的灾难是一块试金石# 我怀
着忐忑的心情浏览了平常关注的诸位博主
就此事发表的所有言论# 我很想借此认清
诸位的面目( 人性的善恶& 结果让我很欣
慰# 除少数没有发表看法#*+,的人都没有
践踏做人最基本的底线& 尽管在很多事情
上我们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分歧# 但作为朋
友我们必须有最基本的信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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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上海影城召开的 !悠
悠风铃声"电影研讨会上#来自上海电影评
论学会的专家学者对主演本片的金晶首次
走上银幕的表演加以肯定&

这部电影根据发生在上海浦东新区
的真实故事改编拍摄# 讲述一位失去右
腿的残疾人女教师用爱心创办农民工辅
导班的动人故事& 片中女主人公晶雪由
北京奥运火炬手金晶扮演# 她虽然是首
次拍电影#但表演质朴自然#真实感人#

得到大家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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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中共湖北
省十堰市委宣传部( 武当山旅游经济特
区管理委员会(华夏大乐*北京+国际文
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华夏大
乐*北京+国际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承
办的交响音画作品)))!太和之音 "于
$+!! 年 " 月 !" 日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
厅首演&

交响音画)))!太和之音"是当代文明
与古典哲学关于$和谐%的一场深度对话&

是西洋现代交响乐与中国传统思想精髓的
一次强力碰撞& 是中国道教的$洞天福地%

历经千年沧桑积淀# 向世人奉上的一道宏
大而玄妙的视听盛宴&

大型交响音画!太和之音"是一种新的
交响音乐艺术形式& 整部交响乐以湖北省
十堰市境内武当山的自然山水和道教文化
为背景, 以武当山由古至今的文明进程为
主轴,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为契机,以
具有地域特色的民间民歌音乐为基础素
材#运用交响乐(现代作曲技法和多媒体视
频画面#将道家所倡导的$和谐观念%通过
!天"!地"!人"!和"四个乐章完美呈现$和
谐观念%#展现武当山的沧桑历史(山川地
貌(人文景观(地域特色(风土人情和日新
月异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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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好莱坞华裔导演王颖执导#李
冰冰(全智贤(休-杰克曼(姜武和邬君梅主演
的电影!雪花秘扇"#将于 -月 !.日上映&

!雪花秘扇"虽然是一部文艺片#但却
因为章子怡的中途退出(休-杰克曼的加盟
等原因#从开拍之初就受到极大关注&影片
去年已经在上海关机# 并陆续曝光了主角
李冰冰和全智贤的校服装# 以及两人在酒
吧暧昧跳舞的现代打扮& 但影片中两位女
主角都一人分饰两角# 其中两人古代角色
的扮相直至近日才首度曝光&

剧照中#李冰冰扮相端庄富贵#而全智贤
则面目黝黑#打扮得有如村妇& 记者了解到#

这张剧照拍摄于李冰冰扮演的百合出嫁后第
一次回乡探亲# 不想刚好遇上了嫁给屠夫生
活相当窘迫的全智贤扮演的雪花& 两位年少

时的好友#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婚姻#但彼此之
间仍然很亲密#见面就好像亲人一般&

据了解#!雪花秘扇"*原名 !雪花与秘
扇"+根据美国华裔女作家邝丽莎的同名小
说改编#和小说从古代讲起有所不同的是#

电影会先从现代的部分说起# 然后再把古
代的故事穿插在现代故事里来说#有点$穿
越%& 不过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主要就是说
两代女孩之间的友谊#以及她们的爱情&而
原著小说中最打动导演王颖的就是两位女
人之前的$契约关系%#这是以前的电影*不
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 中所从未展现过
的一种精神上的婚姻&

有知情人透露# 因为影片中有大量的
中国民俗文化#特别是$女书%的详细描述#

所以在海外发行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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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益日不忘文化打假
每年$"-).%都会掀起一股打假风潮&如

果说各类假冒伪劣产品伤害了消费者的经
济利益#那么盗版图书影碟(假唱(抄袭等文
化领域的$造假%侵害的则是人们的心灵和
精神& 而多年来#文化消费领域的打假的力
度远落后于造假(造劣的速度&因此#在又一
个$"-).%到来之际#强调文化市场种种造假
行为的揭露和曝光#有其特殊意义&

$盗版%无疑是我国文化市场的一处顽
疾& 先有盗版书猖獗#后有盗版音像制品无
孔不入#如今随着互联网和数字阅读技术的
迅猛发展#$版权混乱%$盗版泛滥%之乱象更
是愈演愈烈&而且#盗版者行动之快#购买盗

版人数之众#对正版侵害之大#令人咋舌&也
正因此#$%)) 年全国两会期间# 导演张艺
谋(冯小刚等多位委员再次联名提交提案呼
吁整治盗版(盗播现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书画(雕塑(文物的造假(拍假等问题
也正在浮出水面& $%)%年中国艺术品交易
额已高达 ..% 亿元#标志中国艺术品市场
迈入 $亿元时代%# 然而在这一片繁荣之
中#艺术品市场造假手法同样令人眼花缭
乱& 业内人士透露#在艺术品拍卖市场#有
一半的拍卖品是假货#而一些中小拍卖行
的赝品比例更是高达 *.*& 如今的造假已
从过去的个体作假发展成团体作假#从造

假的原料#到设备(人员一应俱全#形成了
规模化的$一条龙%& 除了造假#假拍现象
也在推波助澜#大量赝品和没什么价值的
藏品混迹拍卖市场#而一些拍卖公司重利
轻义#与造假者勾结#形成利益交换的灰
色链条#导致$假拍%$拍假%$黑拍%故意炒
作等行为发生&

除了明显的$假货%#更多质量低劣(品
位低俗的文化产品的危害同样不容忽视&烂
片即是代表之一&随着我国电影市场的日渐
红火#上映的影片越多也就催生了一批烂片
的出现#插片广告(植入广告层出不穷#屡屡
令观众走出影院后发出$不看不知道#看了

吓一跳&没有最烂#只有更烂%的惊呼声#$烂
片退票制%的呼声越来越高& 而作为电视剧
产量第一大国#每年又有多少$山寨剧%$注
水剧%被生产了出来.有专家表示#注水肉人
人喊打#这已是共识#$注水%的影视剧实质
上是一种文化上的$注水肉%#是文艺创作中
的一种假冒伪劣行为&

从各地消协的统计来看#文化消费在维权
榜单上难觅踪迹&这种奇怪的现象折射出了文
化消费者普遍缺少维权意识& 因此#在又一个
$"-).%到来之际#呼吁文化打假尤显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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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 电影 !无价之
宝"在广西北海市举行关机发布会#导演
王晶携片中主演张柏芝(郑中基(邵兵(

刘桦( 林妙可( 周奇奇( 释行宇悉数出
席& 张柏芝将携爱子 /0123 在这部影片
中出现&

导演王晶表示#!无价之宝"是一部$寻
宝% 题材的电影#$全银河系最能打的明星
郑中基带着自己的女儿林妙可# 跟广告导
演张柏芝一起到一座海岛上去拍戏# 他们
在岛上遇到了环保人士邵兵# 还有以刘桦
为首的寻宝歹徒# 大家会为了一张藏宝图
展开各种争夺& %

$郑中基在!无价之宝"里面#饰演的是
一位全银河系最能打的明星&%导演王晶如
此介绍郑中基在!无价之宝"里的角色#$他
饰演的是一位武打巨星# 但是因为成名太
早#所以生活很不检点#不但天天喝酒#功
夫也差不多是全废掉了& %

王晶称#!无价之宝" 大部分的笑点都
在郑中基的身上#他夸赞郑中基与郭德纲(

周立波等人一样#大家都有很强的$地域喜
剧%优势&

他同时透露#!无价之宝" 一定会赶
在今年暑期档上映# 虽然影片还是会走
自己拿手的喜剧路线# 但这次和他以往
拍摄的喜剧电影有很大的不同#$!无价
之宝"是一部老少咸宜的合家欢电影#这
也是谢霆锋(张柏芝同意让 /0123客串出
演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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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的!挪威的森林"等 )+部影片一起角逐
$金荷花%奖&

一年一度的多维尔亚洲电影节是欧
洲最大的亚洲电影节之一&电影节分为竞
赛(全景展示两个单元#竞赛单元又分为
长片单元和动作片单元&本届电影节 *日
在法国北部海滨城市多维尔拉开帷幕#为
期 .天& !挪威的森林"是本届电影节揭幕
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