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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侠传奇2》定档年底
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电 （记者

魏梦佳 赵琬微）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
导演孙立军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介绍，
国产 3D 动画《兔侠传奇 2》目前已制
作完成，将于寒假在国内上映，希望能
延续该系列第一部在海内外的成功。

历时 3 年创作完成的中国 3D 动
画电影《兔侠传奇》于 2011 年上映，
讲述了淳朴的炸糕厨师“兔二”，在日
常劳作中悟得绝世武功，以诚信和信念
拯救武林的传奇故事。 据悉，因该片具
有浓郁的中国特色， 再加上精良制作，
截至目前此片已在海外 100 个国家和
地区上映，创造了近 30 年中国动画电

影“走出去”的最好成绩。
孙立军说，《兔侠传奇 2》在延续第

一部成功的基础上，故事创编上更加精
益求精，也更具趣味性和观赏性。 据了
解，《兔侠传奇 2》仅凭片花就已与俄罗
斯、韩国、马来西亚、伊朗等国家和地区
签订了发行协议，还有数十个国家表示
出购买意向。 此外，《兔侠传奇》连续剧
及“兔侠”手机游戏也将陆续推出。

“《兔侠传奇》的成功经验之一就
是如何把我们的中国文化‘时尚化’，
既有中国特色，又让外国人看得懂。 同
时，我们也希望能为中国做出一部真正
的合家欢电影。 ”孙立军说。

郑晓龙代表作简介
1953 年出生的郑晓龙，是中国内地著

名电视剧导演。 1984 年至今，先后担任北
京电视艺术中心主管生产的副主任、主任。
在任期间， 郑晓龙曾策划组织拍摄多部在
国内引起强烈轰动效应的电视剧， 如第一
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第一部长
篇室内剧《渴望》、第一部电视系列剧《编辑
部的故事》、 第一部编年史风格的电视剧
《一年又一年》。 此外，他还执导了《无悔追
踪》、《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贫嘴张大民的
幸福生活》等优秀电视剧，有多部作品获大
众电视金鹰奖和“五个一工程”奖。 而最能
代表他风格特色的导演作品则有 《四世同
堂》、《渴望》、《编辑部的故事》、《金婚》等，近
作《甄嬛传》影响极大，效益也颇佳。 （冯巍）

章子怡北京电影节
收获第 10 个影后奖
希望吃炸酱面庆祝

新华社北京 4月 24日
电 （记者赵琬微）4月 23
日晚，第四届北京国际电
影节揭晓了“天坛奖”
10大奖项后闭幕。 讲
述一家人寻找失踪
小孩故事、 情感细
腻的加拿大与印
度合拍片《寻子
记》获得“最佳
影片奖”。影片
《一代宗师》
获得包括
“最佳导
演 奖 ”、
“最佳女
主角奖”
在内的三个奖项。

“这个角色
为我带来了很多
荣誉，这是第十个奖杯了。 ”身着一袭紫色长裙、
手捧“天坛奖”奖杯的章子怡说，“在家门口得奖
的感觉真好，希望明天吃炸酱面庆祝一下。 ”

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其他奖项也纷纷揭
晓。《中国合伙人》编剧周智勇、张冀、林爱华获得
“最佳编剧奖”。 法国演员纪尧姆·古依凭借《声
梦奇遇》获得“最佳男主角奖”，该剧还获得“最
佳电影音乐奖”；法国电影《爱的承诺》演员艾
伦·瑞克曼获得“最佳男配角奖”；韩国电影《素
媛》演员李来获“最佳女配角奖”；“最佳效果视
觉奖”由澳大利亚电影《火箭》获得。

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于 4 月 16 日至 23
日在京举办。 “天坛奖” 是北京国际电影节自
2013 年起设立的主竞赛单元，本届“天坛奖”收
到 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837部影片参评。

第 4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天坛奖获奖名单

最佳影片：《寻子记》（加拿大/印度）
最佳导演：王家卫（《一代宗师》）（中国）
最佳男主角：纪尧姆·古依（《声梦奇遇》）（法国）
最佳女主角：章子怡（《一代宗师》）（中国）
最佳男配角：阿伦·里克曼（《爱的承诺》）（法国）
最佳女配角：李来（《素媛》）（韩国）
最佳编剧：周智勇/张冀/林爱华

（《中国合伙人》）（中国）
最佳摄影：菲利浦·勒素（《一代宗师》）（中国）
最佳视觉效果：《火箭》（澳大利亚）
最佳音乐：《声梦奇遇》（法国）

宁浩新片9月30日上映
《心花路放》讲述两个大叔和一条狗的故事

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电 （记者
白瀛 刘陆）由宁浩导演，黄渤、徐峥主
演的公路喜剧电影《心花路放》将于 9
月 30 日起在全国公映。 宁浩说，新片
讲述了两个“大叔”和一条狗，一路向
南，充满爱恨情仇的“猎艳”之旅。

宁浩 23 日在京介绍，《心花路
放》 将一换往日黑色幽默基调， 改走
“粉色幽默”路线：主人公耿浩（黄渤
饰）因妻子移情别恋，揣着斧子去砍第
三者；哥们潘肖（徐峥饰）将他拉住，告
诉他摆脱痛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开始
一段新感情；于是二人一起踏上了通往
丽江的猎艳之旅。

“这部电影讲了黄渤和徐峥一路向
南的故事，起因是黄渤，这哥们遭受重大
人生打击后就病倒了，于是两个男人带着
一条狗上路， 他们在路上遇到很多人，充

满爱恨情仇。”宁浩说，这是他电影中调子
最明快的一部，“这次是粉色幽默。 ”

对于电影片名从“玩命邂逅”改到
“心花路放”，宁浩说，这部电影好玩，
但并不玩命，而“心花路放”不仅暗含
公路元素，更突出高兴的情绪，与徐峥、
黄渤在路上的心情相吻合。

本报讯 日前，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宣布，从 2015 年 1 月 1 日开始，卫
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电视剧播出方式将
改为“一剧两星”模式，即同一部电视剧
每晚黄金时段联播的综合频道不得超过
两家， 同一部电视剧在卫视综合频道每
晚黄金时段播出不得超过两集。 受此影
响， 由知名导演郑晓龙筹拍的电视剧
《芈月传》已受到涉及，预算 180 万元
一集的该剧已经拍不起。

据介绍，2011年， 郑晓龙导演的历
史古装情感大剧《甄嬛传》获得极大反
响，口碑也极高。2013年，他就计划携手
孙俪再度奉献一部古装大剧《芈月传》，
芈月也叫芈八子，是楚王的女儿，为楚王
的妾所生。 芈八子也称宣太后， 相传芈
八子城府极深，雄才大略，在秦国把持朝
政、呼风唤雨近 40 年。 中国历史上，太
后这个称谓始见于她，太后专权亦自她
而始，实为千古太后第一人。 该剧就将
围绕秦昭王母亲芈八子的传奇一生进行
讲述。然而，正是“一剧两星”政策，让这

部备受瞩目的新剧受到波及。
知情人透露，原本定于今年 6月开拍

的《芈月传》，预算成本为 180万元一集，
其中，孙俪的片酬占据将近一半，因为她
开给郑晓龙的价钱是每集 70万元左右。
按以前政策， 郑晓龙可以轻轻松松卖到
250万元一集， 即使孙俪开出这个天价，
剧组也可以承担。 不过如今新政策出台，
新剧能卖到 200万元一集就成天价了，所
以坊间有传郑晓龙要求重新改剧本，重新
打预算，还要和孙俪压价，希望孙俪能从
70万元一集变到三四十万元一集。

4月 22日，记者致电郑晓龙，他向记
者证实了剧组筹备遇阻、 延迟开拍的消
息：“现在整个剧组的预算要全部推翻，
就连剧本也要重新改写， 所以不得不延
迟进度。 ”当记者问及是否因为“一剧两
星”而受影响时，他表示并非如此，对于
何时才能开拍，他说：“现在还不知道，也
不方便透露，所有的一切事宜都在调整，
等全部定下之后会告诉大家的。”（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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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秀贤向沉船事件
相关学校捐 3亿韩元

本报讯 为向“岁月”号客轮沉没事件致以
慰问和哀思， 韩国演员金秀贤向京畿道安山檀园
高中捐款 3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180万元）。

据透露， 金秀贤是 4 月 24 日向安山檀园高
中捐款 3 亿韩元以表慰问的。 据悉，因此次沉船
事件，金秀贤在韩国的行程全部取消，在中国进行
活动时，也时刻关注着事件进展。

金秀贤所属经纪公司相关人士表示：“希望
把捐款用在缅怀对死去学生的哀思， 并且尽快抚
慰那些虽然得到救助但受到巨大冲击的学生们。
虽然死去的学生们令人很难过， 但是也考虑了帮
助活下来的学生和老师们治愈身体及心灵创伤的
方法，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 ” （钟新）

■ 本报特派记者 蔡潇

连续 9 年访港，旅港海南同乡会邀
请海南省琼剧院访港演出的次数，创下
了琼剧访港演出的纪录，也在香江掀起
了琼剧热。为何一个同乡会能多次邀请
琼剧到访香江？记者今天走访了旅港海
南同乡会新会长林青、常务副会长李桂
英了解其中缘由。

同乡会影响力不断扩大

说起琼剧汇演盛事，就不能不提香
港海南社团总会会长、旅港海南同乡会
永远名誉会长张泰超先生及其夫人、旅
港海南同乡会常务副会长、海南省琼剧
基金会理事长李桂英女士。 他们 2005
年加入旅港海南同乡会，当上了会长和
副会长，带领大家把一个不到 200人的
同乡会壮大成今天 3000 多人、海南社
团数一数二的同乡会，实在功不可没。

从 2005年开始，他们连续 9年邀请
琼剧院访港演出，得到会领导韩阳光、云
海清、 吴青展等和会董会及会员们大力
支持，大家出钱出力。 省琼剧院每次演出
少则五六场，多则 9场，访港演出团每次
七八十人，全部费用都由会里筹款解决。

林青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旅居香港的海南乡亲人数众多，借由同乡
会每年举办的琼剧汇演，乡亲们有机会联
系乡情乡谊，感受真摰乡音，实在有赖张
泰超永远名誉会长夫妻两人打下的坚实
基础。林青表示，自己刚接棒不久，便迎来
同乡会此次盛举， 他决心办好琼剧汇演，
秉承同乡会宗旨，弘扬琼剧传统文化。

林青大力赞扬张泰超夫妻为促进
琼港两地文化交流不遗余力，每次琼剧
汇演尽心尽力， 累计捐款金额数百万
元。 他强调，同乡会将继续把琼剧汇演
办好，继续邀请省琼剧院访港演出。

琼剧访港演出大受好评

同乡会常务副会长李桂英接受采

访时表示，2005 年，同乡会首次邀请省
琼剧院访港演出， 当年演出 6 台大戏，
在港引起轰动，大获好评。 今年，省琼剧
院再次受邀访港， 经过近 2 个月排练，
给旅港乡亲带来了特地准备的 3 台新
剧目和 2台经典剧目。 今晚省琼剧院访
港演出团献演的大型传统古装琼剧《林
攀桂》再次广受好评，剧场座无虚席，旅
港乡亲们看得既入迷又过瘾， 反响很
好。 一位老会员还特地找到她，拉着她

的手说：“这个活动办得好呀，希望同乡
会以后要继续邀请琼剧院来港演出，不
仅解了老海南人的戏渴，也让乡亲们有
了一个相聚的机会。 同乡会实在是办了
一件大好事。”李桂英告诉记者，她深深
地受到感动，觉得乡亲的鼓励和赞扬是
莫大的认同。 她谦虚地说，这番成就是
同乡会上下一心努力的成果，他们所做
的只是为后人打基础，铺好路，寄望同
乡会能为广大旅港乡亲做实事。

继续请琼剧院访港演出

“琼剧是海南特色本土文化，当然
要大力弘扬，明年我们还将继续邀请省
琼剧院访港演出。 ”李桂英说。

李桂英特别提到，此次省琼剧院访
港演出，首先要解决全团 75人赴港期间
的吃住行以及在香港租赁剧场等费用。
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但得到同乡会同
仁大力支持。会长林青慷慨解囊，捐款港
币 100万元， 永远名誉会长黄和伍、永
远名誉会长胡德厚也为善不落人后，各
捐款港币 100万元，永远名誉会长云海
清亦大方捐款 60 万港元。 众乡亲积极
响应，纷纷捐款，从数百数千到 20 万港
元不等，很快就筹得所需费用了，使省琼
剧院访港演出得以顺利成行。

“此次访港演出已过半，目前反响非
常好，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李桂英告诉
记者，此次演出完全免费，除了会员赠票
抢手外， 每晚约 200张的社会赠票也非
常紧俏。 她表示，同乡会之所以大力支持
琼剧院访港演出， 一是为满足乡亲喜欢
乡音的看戏心愿； 二是为弘扬海南琼剧
文化，将本土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三是为
推动琼港文化艺术交流，发挥桥梁作用。

“万水千山隔不断故乡情。”林青动
情地说，“家乡时刻牵动着旅港海南乡
亲的心，家乡的繁荣是我们的共同心愿，
为家乡出力是我们共同的职责。 除了继
续邀请省琼剧院再度访港演出， 我们将
齐心协力，在其他领域为家乡尽心尽力，
表达旅港海南乡亲的赤子之心。 ”

（本报香港 4 月 24 日电）

“一剧两星”波及郑晓龙新剧
预算 180万元一集的《芈月传》已拍不起

浓浓琼剧情

殷殷赤子心

相 关 链 接

宁浩（左二）徐峥（右）携黄渤人形
立牌出席《心花路放》发布会 新华社发

《林攀桂》剧照 梁学武 摄

郑晓龙

章子怡在闭幕式上
新华社记者 张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