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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将于当地时
间 #$日晚在美国洛杉矶好莱坞举行!新华
社记者 #% 日上午来到颁奖礼主办地"""

位于星光大道北侧的好莱坞高地中心!感
受即将到来的奥斯卡奖热潮#

在地下停车场门前! 几名身穿制服的
保安走上前来# 其中一人手里拿着一个小
本本!让记者摇下车窗!登记记者姓名$另
一名保安手持类似探雷器的装置! 仔细检
查汽车底盘$还有人打开后备箱!查看里面
是否有可疑物品# 记者在洛杉矶常驻近 &

年来!这种戒备森严阵势还是首次遇到# 保
安充满歉意地说%&不好意思! 马上就要举
办奥斯卡颁奖典礼了!请理解# '为成功举
行第 !"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好莱坞高地中

心就像一只上紧了发条的闹钟! 精确运转
着# 无论保安(清洁工(搬运工还是其他工
作人员!都全力投入!目前万事俱备#

#''(年 ))月开业的好莱坞高地中心
是一座占地 &*$万平方米的庞大建筑!是星
光大道上首屈一指的购物娱乐中心! 包括
柯达剧院(中国剧院(+%家商店(两家夜总
会和餐馆等设施! 其中位于柯达剧院东侧
的一个庭院式三层建筑借鉴了大卫)格里
菲斯执导的*党同伐异+中的场面!具有典
型的巴比伦古城风格! 奥斯卡结束后举办
晚宴的宴会厅和新闻中心就设在这里#

记者随人流进入即将&摘牌'的柯达剧
院! 一楼正中门前摆着一人多高的奥斯卡
金色雕像!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正隔着栏

杆!纷纷与其合影留念#

作为剧院最醒目的标志! 门廊上方的
&柯达剧院'几字仍旧高悬!并未像媒体猜测
那样被取下或盖住# 今年 )月 ),日! 拥有
)&'多年历史的柯达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放
弃一年一度的奥斯卡颁奖剧院冠名权#

柯达剧院门前近 "''米长的路段被全
封闭!路两旁放着铁栅栏!路中央支起硕大
的透明天篷! 还架起类似人行过街天桥的
装置!上面架设着各种照明设备# 剧院东侧
用帐篷遮盖得严严实实! 在靠近剧院大门
的地方架设了一座拱门!届时!出席颁奖晚
会的明星就从这里鱼贯而入! 在镁光灯的
闪耀下!一路踩着红地毯!步入会场,,

中午时分!保安人员开始清场!他们把
在柯达剧院里面和门前留影的游客逐一请
走!并放上栏杆!这标志着奥斯卡颁奖晚会
已开始倒计时!奥斯卡大戏即将掀起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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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W 俄罗斯高音歌王维塔斯日
前莫名其妙被&猝死'的消息曝光于网络
后! 其在中国内地的经纪公司及主演的
音乐喜剧片*一夜成名+片方先后澄清事
实并发布声明斥责造谣者无中生有# 记
者 #$ 日了解到!*一夜成名+制片人王磊
已接洽律师!并搜集相关证据!准备对造
谣者提起诉讼#

王磊透露!曾在电影*花木兰+和*建国
大业+中有过演出的维塔斯!这次终于作为
关键人物在*一夜成名+中出演自己!&维塔
斯本人也很投入! 希望有更多中国歌迷和
影迷看到这部电影'#可前几天有人在微博
上散布&维塔斯猝死家中'的谣言!正在欧
洲巡演的维塔斯也已知晓此事! 并通过经
纪人向王磊表达了他的愤怒与失望#

谈起和维塔斯的合作!王磊表示&当初
以为维塔斯作为俄罗斯国宝级艺术家肯定
非常大牌# 没想到合作后发觉他其实非常
和善!也很敬业!亲和力十足!还特意利用
欧洲巡演空档来中国配合*一夜成名+首映
礼'!但这场突如其来的谣言!却给热心的
维塔斯泼了一瓢冷水#

王磊告诉记者! 这次谣言事件对维塔
斯造成不小的精神伤害!也给*一夜成名+

带来了恶劣影响!他和律师商议后!打算发
起所有维塔斯歌迷(影迷对造谣者进行&网
络通缉'!找出最初造谣者并提出诉讼#

记者获得的最新消息是! 最早在微博
上发布&维塔斯猝死'谣言的是某导演!虽
然他早已删除了那条微博! 但片方目前已
开始搜集相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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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春来早!志愿花先开# 昨晚的三
亚鹿回头文化广场上爱心涌动!一台由省
爱心艺术团全程组织策划()%'多位志愿
者演职人员倾情奉献的巡演晚会! 让近
&'''名三亚的各级干部职工(文明单位代
表( 大学生志愿者和市民们欢聚一堂!人
们胸口佩戴的 -./心形爱心胸标! 照亮
了各自舒展的笑脸#

省爱心艺术团团长洪云飞今天回到
海口后还难掩激动地告诉记者! 去年底
启动的&志愿花盛开)唱响旅游岛'全省
巡演虽然演出还不是很多! 但昨晚在三
亚奉献的这台晚会! 是龙年春节过后的
最新奉献! 也是目前看到的最成功的一
台晚会# &说它成功就成功在全部节目不
仅是精心新创作的! 而且关键是晚会把
-文明让三亚更和谐.这个大主题凸显了
出来!使-海南文明大行动!三亚在行动.

这个印象深深烙进了全场观众和演职人
员心中# '洪云飞说#

洪云飞告诉记者!巡演开始前!三亚
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发表了热情洋溢
的致辞!省爱心艺术团志愿者吴倩代表巡
演组委会向现场观众宣读了*文明让三亚
更和谐+倡议书!号召三亚干部群众&尽己
所能!不计报酬!无私奉献!服务海南!践
行志愿精神!传播先进文化!为全面提升
国际旅游岛公民的文明素质和文明程度
贡献力量'!在演员发动下!有数百名三亚
市民积极响应!在现场的文明倡议长卷上
签下自己的名字!争做文明人#

&接下来的巡演晚会上!高潮迭起!精

彩感人# '洪云飞说!&整场晚会贯穿了-志
愿.和-文明.两大元素!-./显示大屏以
宣传-海南文明大行动.知识和展示国际
旅游岛人文风采的视频为背景!"个舞台
造型用-心.布局!背景板上的-海南文明
大行动!三亚在行动.(-志愿花盛开)唱响
旅游岛.等宣传词句绚丽夺目'#

晚会在大型歌舞*志愿花盛开+中拉
开序幕#海南优秀爱心歌手赵瑗为观众演
唱了女声独唱*阳光路上+$志愿者邢月(

侯小波(瑶瑶(亮辰(杨琼花和小朋友高兴
共同演绎的音画诗朗诵*拥抱文明+!感染
了现场所有观众$ 歌手马伟及 &0多位志
愿者联袂上演的歌伴舞*美丽三亚!浪漫
天涯+展现了三亚之大美$唐胡(战胜(唐
世江等联合打造的曲艺节目*文明宝岛唱
文明+!以鲜活的语言艺术!赢得观众阵阵
喝彩$ 歌手廖裕文及 "'多名海南荟艺舞
蹈学校志愿者上演了大型歌舞*我爱这蓝
色的海洋+$ 国家一级演员谷国英及张家
玮(薛丽燕表演了小品*志愿者+$阳光组
合表演了*爱因为在心中+$陈欣子自编自
演了主题魔术*志愿花文明花+$歌手兰娇
媚与 &'余名来自省民族歌舞团的志愿者
共同表演了歌伴舞*兰花美!兰花香+,,

一个个节目! 将现场气氛不断推向高潮#

而书法家王善立(省京剧票友协会胡路和
刘奎明等人的现场助兴!更为此次巡演增
添了别样色彩!提升了文化气息#最后!巡
演晚会在海南优秀爱心歌手熊玉娇领衔
主唱的大型歌舞*海南好风光+中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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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热门影片*艺术家+#%日在加利福
尼亚州圣莫尼卡举行的第 #+届美国电影独
立精神奖颁奖仪式上!一举摘取最佳影片(最
佳导演( 最佳男主角和最佳摄影 "个重量级
奖项!成为最大赢家#

被普遍认为将在 #$日举行的第 !"届奥
斯卡奖颁奖仪式上有上佳表现的法国黑白默
片*艺术家+势头强劲!轻取惊悚片*寻求庇
护+*初学者+*亡命驾驶+和*后人+!拔得头
筹# 执导这部影片的导演米歇尔)哈扎纳维
西乌斯也顺理成章地拿下了最佳导演奖!影
片主演让)迪雅尔丹获得最佳男主角奖!纪尧
姆)希夫曼也凭借该片获得最佳摄影奖#

在传记片*我与梦露的一周+中扮演美国
影星玛丽莲)梦露的 &)岁女演员米歇尔)威
廉斯获最佳女主角奖#此前!她曾凭借自己的
出色表演获得金球奖最佳喜剧类女主角奖!

并入围第 !"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在*初学者+中扮演一名同性恋父亲的克
里斯托弗)普卢默和在*后人+中扮演男主角
乔治)克鲁尼女儿的谢琳)伍德利分别捧走了
最佳男配角奖和最佳女配角奖#此外!*后人+

还收获了最佳编剧奖! 获奖者包括影片导演
亚历山大)佩恩#获得最佳外语片奖的是阿斯
加尔)法尔哈迪执导的伊朗影片*分离+#

一年一度的独立精神奖设立于 ),!"年!

由美国独立电影协会颁发! 用于表彰当年出
品的制作成本低于 #'''万美元(时长不少于
+'分钟的独立制作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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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晚!海
口第十一届冼夫人文化节在新坡镇文化广
场启动!从 #%日至 &月 %日!文化节期间
还将举行&冼夫人文化学术研讨会'#

本届文化节范围主要在海口龙华区新
坡镇(秀英区西秀镇(美兰区三江镇和琼山
区云龙镇!本着&节约(乐民(文明(健康'的
宗旨!以&纪念(祭祀(节日'三大元素为核
心!以&团结(和谐(发展(传承'为主题!开
展丰富多彩的民俗民间文化活动! 丰富市
民游客的文化生活!文化节将集纪念瞻仰(

文化娱乐(旅游观光(商业贸易为一体#

据悉! 本届文化节将于 &月 )日下午
在新坡镇冼夫人纪念馆广场举行开幕式!

按新坡地区民俗!举行民间&装军'巡游(武
术表演赛(出征舞表演(舞狮(舞龙等群众
文体活动#&月 )日(#日举办&冼夫人文化
学术研讨会'!将有一批来自国内外的专家
学者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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