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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国际旅游岛"!"#$!念慈 "杯第四
届新生代歌手大赛复赛#!!日在海口青
少年宫举行$从海口%三亚%儋州%文昌等
赛区晋级的近 %&名选手参加了角逐#最
终 !'名选手脱颖而出#进入了将于本月
'&日举行的总决赛$

据介绍#进入复赛的选手大多为在
校的大%中学生#比赛中#除了演绎时
尚的流行歌曲外# 不少选手还选择了
民族歌曲% 原生态歌曲以及艺术歌曲
作为自己的参赛曲目# 显示了当代大
中学生在音乐选择上的多元化风格$

经过评委现场打分评选# 最终产生了
!' 名选手晋级总决赛$ 总决赛将于本
月 '& 日举行#届时将产生冠亚季军以
及十佳歌手$

据了解# 本届大赛在原有海口市和
三亚市赛区的基础上# 首次增加了儋州
市和文昌市两大赛区$大赛自 (月 #(日
正式启动以来#共有 '&&&多名选手报名
参赛$ 经过近两个月的海选#近 %&名选
手获得了晋级复赛的资格$

大赛由香港京都念慈 总厂有限公
司总冠名#共青团海口市委等主办#海口
苏伦高娃文化传播公司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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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今天从南海网获悉#历时半年之
久的!我是大民星"总决赛 !)日晚将在
澄迈县金江大剧院上演# 来自海南各地
的 #!强选手将在此角逐总冠军$

此次总决赛分三轮进行#选手分成 '

组进行车轮大战# 即每队选手根据队长
选择#进行轮流表演#角逐出前 %强$ 第
二环节为个人对抗 *+战#即晋级的前 %

名选手在晋级选手中挑选对手# 进行一
一对抗$ 最后晋级的前三强选手进行最
后的 %"秒表演#争夺冠军宝座$

据悉#!)日晚决赛除了选手们的精
彩表演外#还有不少嘉宾前来助阵$来自
海口的著名乐器达人!十人女子组合"将
为观众带来精彩的&鼓舞'(新疆著名缩
骨达人陈孝燃要挑战迈克)杰克逊#带来
不一样的摇滚风尚# 同时还将献上神奇
的缩骨功(天津 $"岁著名曲艺达人张金
堡将带来快板相声# 及一段劲爆十足的

嘻哈舞$

据了解#决赛期间将有 ,位资深代表
进行现场点评# 他们中有国家一级演员%

资深导演%学院教授%资深媒体人等$ 此
外# 南海网还特意征集了 !"名网友作为
嘉宾评委#他们将在最后角逐冠%亚%季军
时#现场投出宝贵的一票#选出自己心目
中的冠军$

据悉# 获得本次大赛的年度冠军选
手# 将得到 $万元奖金以及大礼一份#并
有机会签约澄迈县歌舞团和南海网成为
签约艺员#参与海南省内的各类演艺活动
并被推荐到省外参与比赛$同时#获得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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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迈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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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文体厅%澄迈县政府%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主办# 海南省群艺
馆%澄迈县文体局%南海网联合承办$

238

$"月 !"日#第 !"届中国金
鸡百花电影节在安徽合肥开幕次日#纯爱
片&倾城之泪'看片会在合肥举行$主演周
冬雨%李治廷%窦骁等主创人员出席$

据介绍#&倾城之泪'是一部三段式爱
情片# 用 '段催人泪下的恋情# 讲述了 '

种不同类型的爱情故事$该片结构巧妙#'

个故事相互独立#又彼此穿插$在片中#周
冬雨%李治廷#梁咏琪%任贤齐以及陈乔恩

和窦骁分别搭档组成 '

对年轻恋人# 通过 '对
年轻情侣的演绎# 力图
还原爱情本质$

记者了解到#&倾城
之泪' 不仅演员阵容强
大# 而且幕后班底更可
谓豪华$ 该片导演黄真
真是香港年轻女导演#

纽约大学电影学院毕
业#与&哈利)波特'导演
克里斯)哥伦布%李安等
是校友#在校学习期间#

黄真真就凭自编自导的
作品&-./0'获得纽约大学最佳学生作品
奖# 成了首位获此奖项的华人女导演(该
片编剧郑丹瑞是香港著名电影人#从事过
编%导%演%12%电影监制等多行业工作#

&倾城之泪'是郑丹瑞与黄真真继&分手说
爱你'&完美嫁衣' 等作品之后的再度合
作$ &倾城之泪'将于圣诞档期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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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经历了新&水浒传'的竞播和
&新还珠'的口水战搅乱暑期荧屏后#从 3

月一直到现在# 电视荧屏一下从沸点降到
了冰点$ 除了湖南卫视一枝独秀地硬撑以
外#这将近一个多月的电视荧屏上#热播剧
一下没了踪影$ 然而#这一状况在 !!日有
了改观$ &下海'&男人帮'&千山暮雪'三部
备受关注的电视剧齐齐涌上黄金档# 开始
了热播剧新一轮的收视厮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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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份的荧屏暑期档打得轰轰烈烈#

不仅四家卫视为新&水浒传'的竞播打得你
死我活#再加上&新还珠'的高调加入#以及
&永不磨灭的番号'的好口碑#暑期档可以
说是!打得不可开交"$

暑期刚过#各卫视的好剧却一下!断了
粮"#除了湖南卫视播出的两部电视剧还有
影响外# 其他卫视播出的电视剧从影响力
来看#并未激起任何浪花$再加上十一期间
各卫视都以做精编类的综艺节目为主打#

电视剧更是被打入了冷宫#大剧%热播剧甚
至有争议的电视剧都寥寥无几$

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低谷期后#从 !!

日起# 电视荧屏又开始热闹起来$ 由张嘉
译%范明和刘蓓挑大梁的电视剧&下海'登
陆央视#&千山暮雪' 也在同一天登陆湖南
卫视$此外#赵宝刚导演的新剧&男人帮'也
已在浙江%安徽等五大卫视华丽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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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剧同时亮相# 在收视率上会拼个
你死我活#但却也是各有各的特色#在收视
人群上也都各有侧重$

&下海'主要讲述改革开放初期#人们
下海经商的故事#从题材上来看#该剧更容
易吸引中老年观众观看# 尤其是有过下海
经历的人$ 而三位主角也是该剧的一大亮
点#白玉兰视帝%有!师奶杀手"之称的张嘉
译出演男一号# 女一号则是由有过下海经
历的女演员刘蓓担任# 再加上范明的另类
幽默#以及央视一套的强势平台#&下海'在
收视上将会有不俗的成绩$

&男人帮'不用说#有了导演赵宝刚的

金字招牌#这部剧可以说是未拍先火#刚宣
布拍摄计划就引起了不少媒体的关注$ 无
论是&奋斗'还是&我的青春谁做主'#亦或
是&婚姻保卫战'#赵宝刚导演的青春剧以
高质量% 贴近当下以及帅哥美女主演赚足
了年轻观众的眼球$而登陆浙江%安徽等五
大卫视的&男人帮'更是聚集了一大批帅哥
美女不说#该剧在台词%故事等方面大有超
越赵宝刚另一部高收视电视剧&奋斗'的趋
势$

提起湖南卫视开播的 &千山暮雪'#有
不少人看过该剧的原著小说# 该剧讲述了
在商战背景下# 纵横商场无往不胜的商界

精英莫绍谦和女大学生童雪因世仇而彼此
折磨的爱恋故事$ 剧情涉及了商战% 婚外
情%虐恋%复仇等多个热辣话题#不仅原著
拥趸众多#此次改编成电视剧#精彩的情节
更会让该剧大有市场$

今年初一部&回家的诱惑'因为雷人剧
情收视率节节攀升# 观众群更是囊括了各
个年龄段$ 而已经开播的&千山暮雪'在不
到一分钟的片花就明显能抓人眼球$ 电视
剧越雷人收视越高%越骂越红的怪现象#将
会在&千山暮雪'中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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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都市女性电影&幸福额度'已于
!&日在全国公映$影片日前在上海举行首映
发布会#作为出品人兼主演的陈坤拿出了电
影中的定情信物***一枚由旧手表零件制
成的!童话戒指"#现场向林志玲!求婚"$ 林
志玲笑言+!我可算是,嫁-出去了#媒体以后
不用再问我感情方面的事了$ "

&幸福额度'中#林志玲饰演了性格迥异
的双胞胎姐妹$ 其中#妹妹晓青相信真爱#姐
姐晓红则崇尚拜金$ 她坦言#一人分饰二角
色并不容易#!刚开始演的时候#很难拧对两
个角色的,开关-#拍到后来才变得顺利$ "

当问到现实中的性格与两姐妹的哪个
更贴近时#林志玲表示#!晓红"的角色让她
演得很过瘾#但她更接近!晓青"的性格#!我
比较传统#私底下是傻大姐的个性#和晓青
的价值观比较接近$ "她表示#愿意嫁给自身
品质很好的男生#!哪怕他的信用卡额度为
零"$ 让她给这次的表演打分#林志玲打出了
,4分# 说另外的 !4分是留给自己进步的空
间$ 对于票房期待#她表示!让观众看着有爱
的感觉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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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排演的大型视觉舞台剧&十二生肖'!!日下
午和晚间在墨西哥古城莱昂市连续进行了
两场演出# 这也是该剧目在拉丁美洲首次
亮相$作为墨西哥第 '3届塞万提斯艺术节
参演单位#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也是首次参
加这一拉美地区重要的国际艺术节$

&十二生肖'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近年
来排演的重点剧目# 由悉尼奥运会开幕式
总导演之一的彼得)威尔森执导#将诸多中
国元素以国际化的形式展现$ 这一剧目此
前曾在澳大利亚和越南演出#反响热烈$据
介绍# 这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首次排演完
全没有台词的剧目# 目的就是让世界各地
的观众越过语言障碍# 完全通过视觉表达

来理解这个传统的中国故事$

&十二生肖'除了讲述生肖传说#也将
现代的生态环境保护理念融入其中# 对儿
童观众寓教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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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好莱坞女星米拉)乔沃维奇继
爆内地女星李冰冰有份与她一同出演 &生
化危机 4'的拍摄后##3日又在!推特"曝光
了李冰冰戏中饰演角色性感特工艾达)王
的发型照片$ 李冰冰的角色参照 &生化危
机'游戏的造型#米拉将两者贴在一起做对
比#并写道+!哈#这些已是我所能提供的资
料#要不然便碰上麻烦/ "

这是李冰冰继&雪花与秘扇'后#首个
真正由好莱坞拍摄的处女作$ 李冰冰也难
掩喜悦之情#在微博上传现场花絮照#并留
言+!今儿是我第一天拍摄#没想到这一天就
是拿着真枪狂打的戏份#真的很刺激#之前
已接受过射击训练#但还是有点被剧烈的带
着火光的枪声震到一点点# 幸好戴着耳塞#

我喜欢艾达)王#给力/ "李冰冰还透露初抵
多伦多便因气温急降而发烧$之前盛传李冰
冰有望入围新一集 !&&," 邦女郎的最后 4

强#对此她的经纪人李雪称+!&&&,'可能改
剧本#觉得中国人不太适合那个角色#所以
未必选用华籍女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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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一个窝囊的男人#一个千方百
计拆散夫妻的婆婆#一个嫁不出去的小姑#

一个不管事的公公# 还有一堆狂轰滥炸的
小三# 外加一个帅气多金痴心追求的富二
代#遇到这样的婚姻是倒了八辈子霉$ 刚在
东方卫视以高收视率完美收官的电视剧
&当婆婆遇上妈'#剧中的李小璐%贾乃亮%

潘虹% 李勤勤等众多实力明星# 通过一个
!极品之家"讲述 (&后小夫妻的婚姻#上演
了一场婆妈大战下的婚姻闹剧$

剧里爱情风雨飘摇让人纠结# 但贾乃
亮和李小璐这对真实情侣却提前试婚#把
夫妻之间的甜蜜与烦恼诠释得入木三分$

日前#两人接受采访时大谈婚姻感悟#也为
(&后小夫妻们支招$

贾乃亮眼中的女友是一个直率又有主
意的人#他称李小璐在剧中算是本色出演$

而李小璐说起剧中的罗佳佳略有些同情#

!佳佳这个女孩子一方面非常善良% 单纯#

但是面对恶婆婆的时候又太懦弱了$ 她希
望两个人可以长长久久地在一起# 所以一
直在退让$ 到最后她不能容忍的是小三的

介入#所以她就走了#而且什么都不要就要
孩子#我觉得还是挺像我的性格$ "

剧中的陈大可夹杂在母亲和妻子之间
成了名副其实的!夹板男"#有几分懦弱又
少了几分担当# 贾乃亮称一开始因为觉得
人物性格与自己反差太大并不想演$

!一开始也不太喜欢这个角色#我说这
个角色要不改就不演了# 原来写的更加极
致#我看剧本都想把大可撕了$ 我是英雄主
义特别强的一个人#演这样一个人#而且还
背叛她# 我心里默念可恶的编剧"!我接这
个戏是想告诉大家这个人物转变# 最后他
知道自己错了#这个人物从 (&后完全不懂
得担当# 不懂得生活的困扰和感情不够成
熟#慢慢走向男人的一个转变$ "贾乃亮说$

面对婆媳之间#婆婆和妈妈的战争#以及
(&后小夫妻彼此缺失信任的逃避#李小璐说#

责任感很重要#!现在年轻人闪婚%闪离#遇到
社会上的问题太多了# 社会上的花花世界也
太多# 每个人要有一个责任感# 无论是对家
人%朋友%爱人%国家都得有责任心$ "

而贾乃亮表示要处理好两家人的问
题+!现在谈恋爱面临的问题# 不是两个人
的事是两家人的事$ "谈起婆媳关系#李小
璐也为小夫妻们支招+!希望彼此尊重#比
如说我们也尊重家长的意见# 但是家长也
要尊重我们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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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夸张的民族风大耳环%红色的
民族风服饰#头上插着羽毛头饰#杨丽萍每
次出现都如此吸引眼球$ #& 月 !, 日%!(

日#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将再次跳上
成都的舞台$ !!日#著名舞蹈家杨丽萍提
前来蓉召开新闻发布会$

&云南映象'自 !&&'年 (月在昆明首
演以来#演出超过 '&&&场$成为继!五朵金
花"%!阿诗玛"之后#诞生在云南的又一经
典力作$不少舞迷都是冲着杨丽萍在&云南
映象'里那段!雀之灵"独舞而来$杨丽萍在
现场宣布#!今年将是我最后一次跳 &云南
映象'#以后都会挑选优秀的学生来跳$ 我
的年龄大了#希望退居幕后#做编导$ "

明年杨丽萍将专心打造舞剧 &孔雀'$

!我在&孔雀'里会有演出#还有很多明星舞
蹈演员也会加盟进来# 跳独舞的有七八个
人#音乐创作由音乐人三宝来做$西方舞蹈
的代表作就是,天鹅-#能代表东方美的就
是,孔雀-$ "杨丽萍有意将&孔雀'作为自
己舞蹈生涯的完结篇#!&孔雀'应该是我最
后一次上舞台#可以说是收官之作$ 之后#

我更多的是退居幕后#潜心创作作品#把机
会多留给年轻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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