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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慧乔《我是女王》
清纯造型曝光

本报讯 宋慧乔领衔主演的电影《我是女王》
将于4月16日上映，电影由伊能静首次执导并出
演，影片集合了中韩著名艺人宋慧乔、窦骁、陈乔
恩、杨祐宁、邬君梅、姜武、郑元畅、秦昊等群星。
豪华阵容折射都市中的男男女女，共同上演爱情
好戏，爱不停。18日，影片曝光片中一组宋慧乔
的复古清纯造型，柔弱身影展现干净的学生气质。

一直以“温暖文艺”示人的宋慧乔，在电影《我
是女王》中要首度挑战大气女王范儿，这不禁引发
观众的好奇：清纯的乔妹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吗？而
《我是女王》此次发布的剧照，却再次让宋慧乔回归
以往的清新形象，让观众梦回纯真年代。剧照中既
有宋慧乔头戴发箍重留齐刘海，与秦昊在复古的家
具中共进午餐的居家装；也有眼含热泪缩躲在冰箱
旁，委屈可怜令人怜惜的模样。同时影片的场景也
一改之前的华美风，似乎穿越到过去的岁月，营造
出片中人安妮年轻岁月时的“艰难打拼”，原来如今
呼风唤雨的女王也曾经有过“女仆时代”。 （欣欣）

《奇妙的朋友》
备战“狂蟒之灾”

本报讯 在考拉、长颈鹿、白鲸、海狮、大熊猫
等萌萌哒的朋友之后，《奇妙的朋友》本周迎来凶
猛无比的冷血动物——蛇与鳄鱼。值得一提的
是，负责给这两种动物当饲养员的不是别人，恰恰
是“神奇六毛”中的两位女神——倪妮和胡杏儿。
当女神邂逅高冷的蟒蛇和鳄鱼，这场《美女与野
兽》的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

在新一期《奇妙的朋友》中，节目组抛弃了以
往“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组队方式，将明星们重
新组合到一起。倪妮和胡杏儿此次组成了任务中
史无前例的女生组合。同样是颜值破表的“女
神”，两位的个性却迥然不同。倪妮在节目中勇敢
的表现，获封“倪大胆”。节目中她不仅从小猩猩
手里勇敢夺刀，还自告奋勇吊威亚给狮子擦药，不
管遇到什么任务，“女汉子”一样的她总是面无惧
色，镇定自若的样子令其他男饲养员都十分汗
颜。而胡杏儿就不一样了，节目一开始她作为石
屋里照顾Coco和六毛的“奶妈”，无论做什么事
情都是温柔细腻。 （欣欣）

电影《滚蛋吧！肿瘤君》
定档8月13日

本报讯 今年暑期档的又一重量级华语电影
来了！近日，《滚蛋吧！肿瘤君》在京举办首场媒
体发布会，宣布影片将于8月13日上映。这是根
据漫画家熊顿真实抗癌经历改编而成的一部温暖
喜剧。由韩延执导，白百何、吴彦祖领衔主演。从
发布会曝光的“天崩地裂”版概念海报，我们依稀
可以看到这部电影天马行空、能量满满的风格。

电影《滚蛋吧！肿瘤君》由同名畅销漫画书及
熊顿的真实经历改编。2012年，熊顿以《滚蛋吧
肿瘤君，记录与肿瘤抗争的病院日子》为题在网络
上发表自己的漫画作品，在生病住院期间，她使用
明丽的色彩、生动的笔触，以及不怕曝丑、极为“自
嘲”的方式，记录下就医期间的悲喜点滴，她在面
对癌魔侵害时的乐观坚强、儿女情长让网友们经
常“流着泪、却笑着看完每一篇更新”，熊顿还因此
被大家称作“最搞笑的抗癌漫画家”。最终，熊顿
还是不幸的离开了这个她爱的世界。 （欣欣）

《土豪520》
首创壕式喜剧

本报讯 由香港情感派电影先锋林爱华执导
的新作《土豪情人节》今日正式更名为《土豪
520》，华语影坛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大师陈可辛保
驾护航，担任艺术顾问。

继早前发布众多人气明星吴镇宇、姚星彤、马天
宇、李菁、周韦彤加盟的消息后，影片在网络上引发
热议，观众对于影片的土豪主题也是倍感新鲜。电
影《土豪520》作为国内首部壕式爱情喜剧，融和了爱
情、喜剧、时尚、讽刺、黑色幽默等多种元素。（欣欣）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戎海）由
首届中国戏剧奖梅花大奖得主、著名越剧
表演艺术家茅威涛领衔的浙江小百花越
剧团，昨晚和今晚两度献艺省歌舞剧院，
分别为海南观众带来了经典越剧《梁山伯
与祝英台》（以下简称《梁祝》）和新编越剧
《五女拜寿》，用精湛的演技和新颖的舞台
呈现，为戏迷们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新版《梁祝》以独特的视角，为这段
家喻户晓的爱情传说赋予了崭新的艺
术和人文内涵。在新剧中，梁祝二人相
知、相恋，反复吟诵“执子之手，与子偕
老”的诗句，以一个“情”字，贯穿始终。
让观众感受到一种遥远的爱、遥远的
美，甚至是一种崇高。全剧在表演上参
照了昆曲和现代舞蹈身段语汇，在保留
了越剧的婉约、柔美特点的同时，在形
体表演上大胆突破，营造出更加唯美、
时尚的舞台氛围。在音乐上，小提琴协
奏曲《梁祝》贯穿全剧始终，和唯美的服
装、灯光等融为一体，也让新版《梁祝》

找到了“古典与时尚共融”的平衡点，将
该剧打造成了一个纯净华美的梦。为

“千年梁祝”带来更人性和人文的演绎。
《五女拜寿》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

的奠基之作，该剧讲述的是明朝嘉靖年
间，户部侍郎杨继康夫妇分别举办60
寿诞的遭遇变迁，展示了人性的善与
恶，歌颂了不畏强权、患难相守的优秀
品质。该剧2009年获得文化部首届优

秀保留剧目大奖。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是国内著名的专

业女子越剧表演团体，曾获得“文华大
奖”“中国戏曲学会奖”“中国戏剧奖”等
多个奖项，并出访美国、法国、比利时、日
本、新加坡等多个国家。本次演出也被
列为“阳光海口·娱乐之都·品位之城”系
列精品演出活动。演出由佳元地产冠名
主办，海南采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许春
媚）3月海南的电影市场又将添一“暖
心”佳片。今天上午，由陈木胜监制，
关信辉执导，杨千嬅、古天乐携手5个
可爱孩子倾情演绎的情感电影《可爱
的你》在海口中影南国影城举行了看
片会，海南各大影院的负责人及省内
主要媒体的记者应邀。在看片会现
场，杨千嬅与古天乐真情守护五个
可爱孩子的故事博得了观众的一致
好评，其感人、催泪的剧情被赞“好
暖心”。

据介绍，电影《可爱的你》将于3
月20日全国上映。这部影片是由真
人真事改编，讲述了名校校长吕慧红
（杨千嬅饰）离职后不顾病重，放弃了
与丈夫谢永东（古天乐饰）环游世界的
计划，不遗余力地帮助5个贫穷家庭的
孩子上学的故事。当天的观影现场，记

者看到，那些表现师生情、亲情的感人
情节让很多观众不停抹泪，而导演刻意
设置的小幽默，也让影厅里偶尔发出忍
俊不禁的笑声。整个电影看下去颇有
点张艺谋当年《一个都不能少》的意思，
提供资金的村委会咄咄逼人，表示只要
孩子少于5个，就得关闭幼儿园。剩下
的二十多天里，5个孩子中的一个面临
毕业，而吕慧红至少还要招来一名学生
……在导演的安排下，观众一个个“探
访”5个孩子的家庭，揭开她们的身世，
然后跟吕慧红一起，欲罢不能，不得不
为这些孩子们奔走呼吁，希望能圆她们
的读书梦。5个孩子的表演真实自然，
奉献了全片最多的光彩，确有让观众

“从头哭到尾”、“眼泪止不住”等观影感
受。观影结束后，到场的影院负责人表
示，这部影片将爱情、亲情、师生情融为
一体，温暖动人，堪称3月佳片之一。

三月开启观影暖心模式

海南本周“遇见”《可爱的你》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来琼献艺
新版越剧《梁祝》《五女拜寿》倾倒椰城戏迷

2010年
与昔日恩师尔冬升反目

张柏芝当年曾以一部尔冬升执导
的《忘不了》，从花瓶的地位登上了影后
的宝座。之后尔冬升的电影《大魔术
师》筹拍之际，张柏芝也表示与尔冬升
合作大计谈的差不多，要报恩。可谁知
几个月后张柏芝就以“档期不合”为由
弃演《大魔术师》，尔冬升找来周迅救
火。最后消息称心急挣钱的张柏芝放
尔冬升鸽子，而选择了黄百鸣的《最强
喜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大魔术师》
的剧本迟迟未完成，而梁朝伟一直在
《一代宗师》剧组。所以张柏芝难抵其
他片商的条件吸引。对此昔日恩师尔
冬升对张柏芝大为恼火，大骂其“有反
骨”，二人也因此反目。

2011年
接片烂沦为“票房毒药”

张柏芝产后复出，先后接演了《无价
之宝》、《杨门女将》、《极速天使》、《河东
狮吼2》、《影子爱人》等影片。张柏芝接
演的这几部电影都票房惨淡。《无价之

宝》全国仅三千万票房，内地票房1800
万，《杨门女将》投资过亿，可是全国票房
竟不足4000万。《极速天使》的票房成绩
更是惨淡，全国票房只有两千万。香港
首日上映票房仅合人民币3.2万。而与
韩国明星权相宇合作的《影子爱人》上映
十天仅650万票房。因为接演的几部电
影连续失利，张柏芝也被冠上了“票房毒
药”的称号。

2012年-2014年
参加综艺节目获认可

被指“票房毒药”的张柏芝在电影
行业发展不顺，并将不少精力放在了综
艺节目之上。张柏芝先后参加了《妈妈
咪呀》、《最强大脑》、《明星到我家》、《女
神的新衣》、《星跳水立方》等诸多节
目。在《妈妈咪呀》播出前夕，张柏芝的
镜头因受牵连被剪。而在《星跳水立
方》中张柏芝其实训练多日，但是最终
并没有在电视上呈现。参加《女神的新
衣》则又陷入口水战。《女神的新衣》栏
目组称张柏芝方面事先收取了200万
元却爽约。不过好在《明星到我家》节
目中张柏芝能干的一面也获到一些观
众的认可。

2014年
杜琪峰称张柏芝没人敢用

去年10月曾有媒体采访杜琪峰时，
杜琪峰在称赞高圆圆的同时，对张柏芝
做出了评价，说出了一句：“可是她现在
又搞成这样，又离婚，谁敢用她”，该句点
评瞬间登上头条。随后杜琪峰再次在媒
体采访时委婉表示他需要一些专注的演
员，可能张柏芝不适合他的电影。间接
表示张柏芝拍戏时不够专注。

2015年
向华强放言：永不录用

近日向太陈岚也是张柏芝的前经
纪人，在接受采访时直指张柏芝片场耍
大牌、片场爆粗、无故爽约缺席等一系
列行为，指责张柏芝不知珍惜。张柏芝
本有份参演明年贺岁片《3D封神榜》，
并在电影中反串哪吒，与古天乐黄晓明
等大斗“戏法”。可是因为张柏芝的种
种行为，最后电影公司将张柏芝踢出
局，找来文章顶替出演。而《封神榜》的
片方中国星老板向华强也是放言：永不
录用张柏芝。

张柏芝星途波折
被轰票房毒药没人敢用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戎海）
经过两年多的创作排练，现代琼剧《王
国兴》将于明晚在省歌舞剧院首次和观
众见面。记者从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该剧剧本历经9次研讨、3度
更改叙事框架、十易其稿，力争成为我
省以“中国梦”为主题的舞台艺术创作
精品。

琼剧《王国兴》以黎族大首领王国
兴带领数万黎族、苗族同胞发动“白沙
起义”，并带领义军历经千辛万苦、义无
反顾追随中国共产党的事迹为题材，在
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艺术创作
规律基础上，大胆创新，勾勒出了王国
兴自始至终坚信党、追随党，只有共产

党才能帮助少数民族人民得到翻身解
放并过上幸福生活这一重要主题。在
此前举行的内部审查演出中，该剧得到
了国内知名戏曲专家和省内有关专家
的高度评价，认为该剧主题鲜明、手法
新颖、气势恢宏、感人至深。是一台歌
颂共产党和颂扬黎族人民的戏，是一台
充满正能量的好戏。此外，该剧在艺术
上也亮点纷呈，黎族民歌和传统琼剧板
腔的融合，灯光、舞美、道具的时尚化设
计，使得全剧更加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
取向。

发布会上，主创人员回顾了该剧的
创作经过。该剧编剧、广西戏剧家协会
主席常剑钧表示，该剧先后在海南、北

京、上海等地召开了9次剧本研讨会。
根据与会专家的意见，他三次更改叙事
框架，多次进行颠覆性修改，十易其稿，
可以说凝聚了剧组全体同志和相关部
门的心血和智慧。该剧已被确定为我
省以“中国梦”为主题的舞台艺术创作
重点剧目，也是为纪念海南解放65周
年和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70周年的献礼节目。

据悉，该剧首演之后，还将于4月
起在省内进行巡演，边演出、边修改、边
提高。从8月起，将陆续参加琼桂文化
交流演出、第二届海南省艺术节演出、
第十四届中国戏剧节演出等省内外重
大演出活动。

历时两年精心创作、十易其稿，打造“中国梦”主题精品剧目——

现代琼剧《王国兴》今晚海口首演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专电（记者

白瀛）由中央新影策划并联合 10多
个国家团队共同摄制的纪录片《大国
治水》16 日在京启动。该片将站在
人类生存发展的高度，通过回顾地球
文明和各国治水历史，试图寻找与水
和谐共生的答案，揭示水资源背后大
国兴衰。

中央新影集团董事长高峰说，水
是生命之源、文明之源，从某种意义
上说，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宏大的
认识水、治理水、利用水的历史。“地
球上的大江大河流域都是人类文明
的发祥之地，但是水给人类带来的福
与祸一直相生相伴；而在中国，大禹
治水的故事早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该片总导演杨书华说，在农耕文明
时代，治理水患利用水资源是保障农业
收成的重要前提，也是国家强大的重要
前提；在工业文明时代，对江河的开发
利用更成了大国崛起的驱动力；到了后
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对水资源的开发利
用却面临着尴尬的境地：一方面，许多
发达国家的水资源开发已经接近饱和，
另一方面，一些欠发达地区的水资源尚
未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

“开发与保护、生存与发展，这些越
来越多的复杂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与水
相伴了千万亿年的人类。”杨书华说，该
片旨在回答人类应该如何更好地开发
利用地球上的水资源、如何保护这种构
成人类生命个体和人类社会文明的重
要元素。

联合10多个国家团队

中央新影拍摄纪录片《大国治水》

演员在表演越剧《梁祝》

张柏芝

本报讯 以“玉女”形象出
道的张柏芝，却以我行我素的
性格而成名，其轰轰烈烈的感
情生活更是引人注目。近日张
柏芝的前经纪人——向华强太
太陈岚斥其片场耍大牌等几宗
罪，而向华强更是放言“封杀”
张柏芝。其实纵观张柏芝近几
年来，生完二儿子产后复出以
来，其感情生活、事业走向都连
续唱衰。先是2011年张柏芝
与谢霆锋联合宣布离婚，随后
张柏芝主演的几部电影连续出
现票房成绩不理想的情况。接
着尔冬升、杜琪峰相继批评张
柏芝，再到近日向华强陈岚夫
妇指责张柏芝片场失控。张柏

芝这四年多来可谓衰运
连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