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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台湾女星伊能静婚后首执
导筒执导的电影导演处女作《我是女王》
日前定档，宣布将于4月16日上映。

据介绍，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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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昊和导演伊能静等群
星。3月29日，片方在京发布钻石版终
极海报和终极预告片，喊出“身体先行，
爱情觉醒”的口号。宋慧乔掌掴窦骁，陈
乔恩杨祐宁歇斯底里分手，姜武与邬君
梅的大尺度戏份，悉数出现在预告片中。

据悉，导演伊能静以自身故事积淀，
试图将自己“爱自己，别人才会爱你”的
爱情醒悟传达给观众，也因为丈夫秦昊
爱的陪伴，伊能静才完成了电影《我是女
王》，并且在作品中表现了自己的成长，
因而这部影片带有其自身经历色彩。

钻石版终极海报揭开了电影《我是
女王》上映的序幕，五男四女的主演阵
容，在钻石主题下呈现各有所思的神态，
似有错综复杂的感情故事。海报中央的
钻石呈多面图形，不仅象征着各个角色
代表的多面人生，还象征着人与人之间
多样的社会关系。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
故事，钻石的明暗面就是人生的起落。
而终极预告片的横空出世，再次让观众
感受到了电影《我是女王》的震撼魅力：
宋慧乔掌掴窦骁，陈乔恩杨祐宁歇斯底
里分手，实力派演员姜武和邬君梅上演
了大尺度戏份，应接不暇的片断快闪，让
观众感慨爱情跌宕起伏精彩纷呈。

终极预告片中，一众女主演虽然各
自被男人所伤害，却仍然洒脱地表示感
谢那些坏男人们教她们做的事情。她们
泪中的念白，表达了电影的主旨：“不做

女仆，做感情里的女王。”阐明了每一次
伤痛都是一次成长。“首先要爱自己，别
人才会爱你。”让人在波澜起伏的剧情之
外，感受到了一股暖心的正面力量。究
竟女仆如何进阶为女王，每一对情侣的
感情纠葛是否能走到最后，还须待电影
上映后再去一探究竟。

作为自己的电影导演处女作，伊能
静表示：“我想要当一个情感刻画很细腻
的导演。”主演们也表示，片场里，伊能静
会一遍遍修正角色表演的方式。为了说
戏，自己会将所有角色通通演一遍，其认
真而苛刻的标准，让主演们不禁感慨：每
个角色都住在导演心里；每个角色都是
伊能静内心的自己。毫无疑问，《我是女
王》讲述了伊能静熟悉的故事，她表示：

“透过5年的情感空白，我突然发现，当
你委屈的时候，对方也不会快乐。曾经
爱过我的人和我爱过的人，我希望他们
知道，我的确是用我过去所有的青春写
了这个剧本。”如此对影片倾注情感，伊
能静似要通过自身的经历，用《我是女
王》来找寻爱情中的自我。

力挺《我是女王》的当然还有伊能静
新婚的丈夫秦昊，片中，二人同样塑造了
一对银幕情侣。一贯偏向多面性格文艺
作品的秦先生，甘愿为妻献身出演了一
位接地气的暖男。“她是我见过的最用功
的导演”，秦昊如此称赞伊能静，“我觉得
很幸运能够碰到她，如果后面能一直走
下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言辞间骄傲
满溢。也正是因为秦昊的出演，才让导
演伊能静更好地丰富了剧情，将二人生
活中的经历改编到了银幕上，让影片更
加丰满真实。 （欣欣）

本报讯 这些年来，一提到袁姗姗
的名字，观众想到的标签无外乎“古装”、

“于正剧”、“玛丽苏”之类，然而在江苏卫
视3月28日开播的电视剧《天使的城》
中，她却大胆突破，终于演活了一位傲娇
做作又虚荣的三线女明星。

开播当日，袁姗姗通过江苏卫视接
受了全国媒体的微信群访。对于这个并
不完美的角色，一直在作品中以完美形
象示人的袁姗姗表示，这样的角色反而
更生动。有着于女郎标签的她表示，作
为于正工作室的签约女演员，于正当下
也希望她多接外面的角色。

在《天使的城》中，袁姗姗所出演的角
色是一位三线女明星关莎莎。剧中，她以
演绎“小三”、“特务”、“坏女人”而闻名演
艺圈，号称“小三专业户”。关莎莎美丽性
感，虚荣矫情，却又真诚、坚强、热心肠，她
只是用张扬做作来伪装自己，保护自己。

“也算是这三四年来你们看到我的
第一个现代戏的作品，我饰演特别傲娇、
矫情、爱炒作的女明星，里面有买粉丝、
买人气的戏码，还有遇到一些潜规则的

处理方式，是挺不一样的一个角色，这次
希望大家看到更全面的我”，袁姗姗说，
这一角色，和袁姗姗以往的荧屏形象反
差极大，她说，“当初杨阳导演把角色给
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挑战挺大的，我还想
过要不然让我去演出租车司机吧（剧中
马苏现在扮演的角色），杨阳导演说你还
是看关莎莎吧。后面慢慢觉得，这个角
色其实特别可爱，虽然有缺点，但越往后
看越发现她其实很真实，很善良。”

既然出演一个娱乐圈女明星，那么
在自己的演艺生涯中，有没有感同身受
的地方？袁姗姗大方分享了自己刚入行
时的经历，“关莎莎是一名三线女演员，
没那么多戏拍，所以经常去见导演，跑剧
组，为自己争取一个好的角色来演。我
在刚开始大学毕业的时候，也有过一段
类似的经历，北京这边跑组的演员特别
多，最多的时候我大半个月跑了30几个
剧组。那时候一天要看好多的剧本，第
二天就去试，试了好多，也会有不成功，
当时也会有一点灰心，那时候的我和关
莎莎会有一些共鸣之处。” （欣欣）

■ 冯巍

也许是网友被雷剧雷怕了，不少人纷
纷在网上曝光雷剧之雷以泄“私愤”。三
年前，手撕鬼子、弹弓打飞机等史上最烂
桥段遭到了曝光；最近，“八年抗战开始
了”、“我爷爷9岁的时候就被日本人残忍
地杀害了”等“惊人”的雷剧台词又被剧迷
放到新媒体里，遭到网友疯传，雷剧似乎
一直在这么堂而皇之地雷着人，逼得笔者
不得不问，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雷剧
还在这样雷人？难道就没人管一管？

事实上，国家广电主管部门早已下发
过通知，要求全国各大卫视规范黄金档电

视剧播出，对个别创作态度不严谨、胡编
乱造、不尊重历史、过度娱乐化的雷剧立
即停播。该消息一出，网友也是一片叫好
之声，因为观众实在被那些雷剧雷怕了。

然而，规定归规定，如果没有人去认
真执行，规定便成了一纸空文，不会发生
法规应有的任何约束力。雷剧最近几年
一直这么有恃无恐地雷人正好说明，这
些规定还真成了空文，否则，雷剧不可能
这样“长驱直入”、烦不胜烦地雷人。寻
找此现象之中真正的祸根，恐怕正是无
人监管或监管不力。

按理说，全国各地审片机构和各大
电视台的审片部门，都是可以把控住雷

剧“出厂关”和播出关的，对于一些一眼
就能识破问题的常识性错误，是完全能
够及早发现并坚决杜绝的。比如，爷爷
9 岁就被日本人打死了，怎么可能还有
孙子？剧中人当年怎么知道中国抗战只
打八年？某部队领导号召“每个战士携
带150 公斤弹药”，可是谁能背得动啊？
然而，正是这些明显带有常识性错误的
问题，却让它们顺利过关了，害得剧迷和
网友直骂编剧导演智商有问题。笔者不
禁想问一问，难道负责把关的人智商就
没问题？

一言以蔽之，对电视剧严格把关真
的到了刻不容缓的
地步了，否则将来
还会有这样那样的
雷剧招摇过世，到
时再招来责骂就更
难堪了。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记者
闫祥岭）记者从第五届北京国际电
影节组委会获悉，以鼓励青年影人
为宗旨的电影节“注目未来”国际展
映单元今年首次设立重金奖项，每
个奖项各设立奖金1万美元。

“注目未来”国际展映单元首设
于2014年，是 2015年“第五届北
京国际电影节”的子单元之一，由
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中国电影
文化研究院承办。“注目未来”展映
单元今年首次设立3个奖项：最佳
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每个奖
项各设立奖金1万美元。

本次展映单元旨在“鼓励电
影创新精神，激发电影艺术的创

造活力；发现推出电影新人，增
进各国青年影人间的合作与交
流”，面向世界各国青年影人征
集影片，展映影片皆为剧情长
片，且展映影片导演的剧情长片
作品不超过两部。

单元目前已经确定了16部国外
影片的参展名单，分别来自英国、法
国、日本、加拿大、韩国、德国、意大利
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多为各国青年导
演的处女作或新作，且大多在诸多国
际重要影展和电影节上获奖。

展映活动将于4月17日至23
日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展映期间
部分影片主创人员将与观众见面互
动交流。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记
者闫祥岭）第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组委会近日发布了第四批展映片
单，吕克·贝松的6部经典电影作品
将亮相展映环节。

这 6部影片均来自新增设的
“评委会主席作品回顾”单元，包括
《碧海蓝天》《女囚尼基塔》《这个杀
手不太冷》《第五元素》《圣女贞德》

《别惹我》等吕克·贝松的经典作品。
吕克·贝松此次将担纲第五届

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国际评委
会主席。

据了解，4月16日至24日期间，
北京市23家影院及8所高校将集中
展映国内外名片佳作，满足广大影迷
的观影需求。本届电影节官方网站
和微博微信均已公布展映影院名单。

本报讯 随着中美对决的精彩落幕，江苏卫
视《最强大脑》第二季也迎来了收官。这场最后一
战，李威重拾信心，全力以赴的姿态，让观众看到
了其一直以来永不言弃的精神；最强道具蜂巢迷
宫再度碾压，刘健用漂亮的胜利为第二季划上了
完美句号。

然而，就在《最强大脑》第二季以独具个性且
实力超群的对手，尤其是国际赛创造了口碑与收
视齐飞、叫好又叫座的结局之时，DR·魏却发微博
表示《最强大脑》第三季（简称《最强大脑3》）后会
无期，令网友无限期待。

由于最强选手实在太难征集、项目创新难度一
再超越，一系列困境让《最强大脑3》成谜。DR·魏
微博发声称：“帷幕拉上，人群散去，我站在废墟的
中央，环顾四望。明晚最后一战，也许后会无期。
就此和大家道声谢谢与再见。” （欣欣）

本报讯 浙江卫视第九季《中国梦想秀》（简
称《梦想秀》）自羊年春节后变身为日播版，播出时
间由之前的每周六晚9时10分变成每周一至周四
晚9时30分，结果成为领跑930时段的综艺节目。

据介绍，《梦想秀》这次改变不仅仅是播出时
间的改变，它也让观众培养起了新的收视习惯，尤
其是如何在每晚25分钟的时间内，说清楚、说好
每一个追梦人的逐梦历程，也对《梦想秀》久经磨
砺的团队有了一次不小的考验。从3月中下旬开
始，《梦想秀》的收视率日趋稳定，并连续多晚斩获
收视冠军。多元化的选题风格，温情而走心的情
感内涵，也为节目收获了不少观众的赞誉。这一
方有关梦想的舞台，每晚上演的故事正是中国梦
的最佳缩影，也让《梦想秀》持续领跑各大卫视的
930时段，备受观众喜爱。 （欣欣）

本报讯 速度、力量、耐力……每一项挑战，
都挑战着大众对人体认知的极限。随着《超级战
队》在江苏卫视完美收官，主持人宣布：节目将继
续接受报名，接下来将组建超体斗士档案库，《超
级战队》将继续升级拍摄第二季。

什么叫超越人类想象的极限？对《超级战队》
的选手们而言，所谓的世界纪录，不是冲刺的目
标，而是挑战的起点。

曾在节目中以四车漂移闪瞎无数人眼球的一
群广东小伙子，在收官之战中以移形换影项目再
度震撼了观众，这6位最大年龄27岁、最小年龄
仅19岁的选手，分别驾驶6辆赛车双向漂移停
车。三轮挑战，每两辆车之间的平均间距分别为
50厘米、40厘米和30厘米，车辆之间不得碰撞。
在观众屏息注视中，除第二轮第一次挑战出现失
误外，最终三轮挑战全部成功。 （欣欣）

本报讯 浙江卫视美食真人秀《十二道锋味》
去年以电影级画面、豪华嘉宾阵容和精彩美食之
旅征服了无数吃货。浙江卫视近日宣布，第二季
《十二道锋味》（简称《十二道锋味2》）将于今年第
三季度正式回归。

节目中，除了“锋味大厨”谢霆锋之外，还将加
入由 4 位明星大咖组成的固定阵容“锋味家
族”。其中，首位曝光的“锋味家族”成员就是厨
艺技能被认定为零的“泡面大师兄”陈伟霆。据
悉，为了跟着自己的“大师兄”学做菜，陈伟霆还
拒绝了不少电影和广告邀约。而依照谢霆锋多
年来在娱乐圈积累的人脉和上一季堪称“恐怖”
的嘉宾阵容来看，另外三位家族成员的身份也十
分值得期待。 （欣欣）

“注目未来”国际展映单元
首设奖项鼓励青年影人

每个奖项各设立奖金1万美元

《我是女王》4月16日上映
伊能静秦昊婚后大银幕首度合作

吕克·贝松6部影片将亮相

在《天使的城》中扮演一位三线女星

袁姗姗终于演活现代戏

雷剧雷人难道没人管？

《最强大脑3》后会无期

《梦想秀》领跑930时段

《超级战队》要拍第二季

《十二道锋味2》将回归

本报讯 3月27日晚，《我是歌手》
第三季（简称《歌手3》）总决赛上，孙楠
的中途退赛引发轩然大波。他随后受
访时还称：“我跟汪涵很多年的朋友，他
不会生气……我听说这一段让收视提
高不少，芒果台应该感谢我。”这一言论
也引发不小争议。

3月29日，孙楠在微博发出声明，
向所有人致歉：“感谢芒果洪涛给了
我这次参加《我是歌手》的机会，请原
谅我的鲁莽。感谢汪涵我的睿智老

友，这一次给你添了大麻烦，请原
谅我的任性。感谢《我是歌手》的
观众对我的关心，请原谅我的老不
更事。感谢所有歌手伙伴的理解和
尊重，请原谅我的简单直白，我是真
的爱你们！”

随后，《我是歌手》节目组也在官方
微博《我是歌手》中回复孙楠，对此事表
态称：尊重孙楠的选择，他依旧是我们
喜欢的那个大波。

（钟新）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记者卫小
林）国内原创动画领军企业上海河马动
画在蛰伏一年后又推出新作，记者今天
从海南几大院线获悉，由河马动画制作
的国产动画片《特功明星》将以2D、3D
两种格式于4月10日公映。

据介绍，该片由河马动画领军人物、
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内地徐克亲自执导。
虽然此徐克并非香港著名导演徐克，但
他却请来了《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
《快乐的大脚2》的视效总监为影片挂帅
担任视效，同时，曾为《黑客帝国》担任特
效制作的团队，以及为《霍比特人》、《变
形金刚》两片进行后期制作的团队，也加
盟创作，他们共同为这部国产动画片奉

献了新颖的形式和精良的品质。
影片叙述李多多怀揣梦想，一心想

成为功夫明星，而曾是功夫明星的父亲
李文龙，在一次意外中不仅失去明星光
环，还失去了妻子和左腿。因此，他坚决
反对李多多走上演艺道路。然而父亲的
反对和现实的残酷都没有击垮李多多，
在一再坚持下他终于成名了，但他却迷
失了自我，伤害了最爱他的父亲，还阴差
阳错地被迫卷入了电影界黑洞……

据了解，该片另辟蹊径，采用独特的
戏中戏式叙述方式，集合了经典名著、爆
笑喜剧、飙车冒险等多种元素，将李小龙
式武打功夫与武松打虎等经典桥段巧妙
糅合，既惊险不断，又爆笑连连。

动画片《特功明星》定档

孙楠为退赛《歌手3》致歉：

请原谅我的老不更事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记者白瀛）中法合
拍片《狼图腾》在中法两国都取得了票房佳绩。来
自出品方中影集团的消息，影片投资2.52亿元，
在中国票房约7亿元，在法国上映首周观影人次
约39万，位列全法亚军。

日前在京举行的座谈会上，专家认为，影片的
成功原因在于，通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契
合了新常态下中国发展的大主题，同时也讲出了
全世界都听得懂的故事。

电影《狼图腾》根据姜戎的同名小说改编，由法
国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冯绍峰、窦骁等主演，2
月4日起在法国上映，2月19日起在中国上映。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影片传达
的人和自然和谐的主题正好契合中国社会生态文
明建设的大主题，中国社会经济在转型，需要人和
环境关系的提升、生物链的和谐。“影片里反面角
色老坐拖拉机来，表现了工业化对草原造成的冲
击。不是不要工业化，而是追求人和环境和谐工
业化，人和环境和谐包含着对动物的关怀关切，这
是非常深的哲理问题。”

“《狼图腾》代表了中国电影的新的水平，通过
人与自然的故事，表达的不仅仅是民族情怀，更多
的是全人类的情怀，更具国际视野，讲出了全世界
都听得懂的故事，也是全世界乐意听的故事，从而
提升了中国电影、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说。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丁亚平说，影片
是一个关于狼和蒙古草原的故事，直接的讲述由

“知青”完成，但这只构成了一个现实表层，而中层
和深层实际是关于历史和文化。“导演重点是通过
对人物、对人与动物、对自然环境的认识来重新认
识人自身，来反思人类，来认识和思考未来发展中
的社会和文化境遇。”

“讲出了全世界都听得懂的故事”

《狼图腾》中法同获佳绩

北京国际电影节

袁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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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楠在《歌手3》比赛现场

⬆秦昊（左）伊能静在《我是女王》中

⬅《我是女王》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