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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9日讯（记者卫小
林）香港歌星、影星黎明当导演了。记
者今天从我省院线获悉，由黎明执导
的夺宝题材动作片《抢红》日前定档，将
于5月19日在海南各大院线上映。

据介绍，《抢红》由内地著名导演
黄建新担任监制，黎明邀请张涵予、杜
鹃、王耀庆等明星共同主演，内容与抢
夺红酒背后秘密有关。该片外景地横
跨中、法两国，片中既有烧脑的抗衡，
又有激烈的枪战，还有古堡内夺宝，说
明黎明对电影的商业属性十分重视。

海南院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抢
红》制造了一种悬疑紧张的类型氛围，
内容围绕一瓶被众人争抢的无价珍宝
——“酒神”的秘密线索，展示了张水
（张涵予饰）、韦利（黎明饰）、方长方
（王耀庆饰）为首的多方夺宝势力进行
的角力。方长方以100万元为筹码，
雇佣张水去法国寻求韦利帮忙夺取

“酒神”，但他内心隐藏的终极目的却
是为了复仇；韦利似乎发现了张水的
真实身份，却依旧甘愿“入瓮”；利芳
（杜鹃饰）作为“酒神”传人，她参与了
一场交易，因为她要靠这个骗局引诱
另一个人回到古堡里……影片扑朔迷
离的人物关系，尔虞我诈的个人图谋，
兄弟互猜的信任危机，使得激烈的动
作戏外，又萌生了促人思索的触动。

美食为《喜欢你》加分
■ 冯巍

看爱情片《喜欢你》，除了很久不见金城武想
在银幕上见见他之外，还因为对美食有种与生俱
来的偏好，大约热爱美食是人之天性吧。幸好，结
果还比较愉快，美食为这部影片加了分。

笔者对《喜欢你》导演许宏宇知之甚少，但对
监制陈可辛相当熟悉，他执导的爱情片《甜蜜蜜》
堪称经典的老派文艺片；执导的动作片《投名状》
也相当有思想，更见导演技巧；监制的《七月与安
生》风格又有所转变，变得年轻时尚；此次再监制

《喜欢你》，本以为题材俗套不太可能好看，没想到
他把“美食+爱情”搞得也很有时尚感，情节轻松
愉快，爱情戏淡淡的，情感用心体味却是浓浓的。

虽然《喜欢你》全片连吻戏都没有，但一股陈
可辛爱情电影的清新气息，还是从《甜蜜蜜》延续
到《七月与安生》再传承到《喜欢你》，陈可辛爱情
片特有的清新脱俗感得以一脉相传。

当初觉得金城武和周冬雨并不登对，没想到
影片故事设置的两人本来也不“来电”，只不过，金
城武演的路晋太好美食，偏偏周冬雨演的创意厨
师顾胜男很会做菜，而且她做的菜几乎道道都让
金城武馋到流口水，于是，一道道美食就在金城武
面前展开，也在观众面前进行着“色诱”、香引、味
馋。可以说，正是编导恰到好处地把人物情绪变
化融入到了菜品展示进程中，才使得《喜欢你》完
全从俗套里脱离了出来，具有了全新的品貌。

由此可见，若不是美食为《喜欢你》加分，《喜
欢你》可能就没有如今这般令影迷喜欢——上映
13天，全国票房超过2亿元，近6万影迷在豆瓣网
上给出均分7.2分，这在爱情片中也属佼佼者。

第2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竞演在广州举行

据新华社电（记者陈寂）8日晚，广州南部战
区礼堂外大雨如注，一部叙述体话剧《从湘江到遵
义》却让礼堂内的观众沉浸剧中，仿佛经历一场长
征精神的洗礼。这部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话剧
团创作的作品，揭开了第2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在
广州竞演的序幕。

本届梅花奖是全国文艺评奖改革后第一次评
选，梅花奖名额由原来的30名压缩到15名。经
各省区市、中直院团推介和层层选拔，共有50名
戏剧演员进入初评。经过紧张初评后，共有16名
戏剧演员进入广州终评，终评将评选出15名梅花
奖获奖演员。

在本届竞演的12天内，16名表演艺术家将
为观众献上精妙绝伦的表演，其中有京剧、昆曲、
梆子戏、越剧、黄梅戏、秦腔等。作为“东道主”的
粤剧也再次入围梅花奖终评。广州粤剧院的苏春
梅和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将分别以经典粤剧《搜
书院》和新编粤剧《白蛇传·情》，冲击本届梅花奖。

中国戏剧梅花奖是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设
立的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每两年一评，旨在
表彰在表演艺术上取得突出成就的中青年戏剧演
员。30多年来，梅花奖共评出涵盖戏曲、话剧、歌
剧、舞剧等47个剧种，全国各省、区、市以及香港
和台湾地区的获奖演员共666人。这些梅花奖获
奖演员均活跃在中国各地，成为戏剧界的主力军，
为各自剧种的继承与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海南往事》研讨会举行
本报海口5月9日讯（记者王玉洁 实习生

王晓庆）今天下午，由省作协主办的《海南往事》作
品研讨会在海口举行，全省二十多位作家、学者参
加了研讨。

研讨会伊始，《海南往事》作者陆胜平首先分
享了自己的创作心路历程，“闯海南”是来自江苏
南通的陆胜平此生很独特的一段经历，他用57万
字记叙了一批闯海人生活与创业的故事，并以此
献礼海南建省30周年。

与会者认为，作者呕心沥血18年创作这部长
篇小说的执着和坚持值得学习，《海南往事》三部
曲不仅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印迹，也把人性的复杂
和多面性表现了出来，能让年轻一代以及没有经
过闯海经历的人感受时代的风云，也是海南文艺
界对闯海题材文学作品的又一探索。

印度电影《摔跤
吧！爸爸》在我国上
映后，豆瓣评分从5
月5日开映时的9.1
分，到后来达到9.2
分，再到5月9日达
到9.3分，说明这部
电影着实获得了中
国影迷的好口碑。
在票房上，该片也从
开映当天与好莱坞
大片《银河护卫队2》
差距近9000万元，
逐步缩小到5月9日
的不足 1000万元，
与此同时，即使与好
莱坞大片同档竞争，
该片的上座率一直
保持冠军高位，说明
观众对该片喜爱有
加。究竟该片背后
有何吸睛之处？本
文或许能给影迷一
些答案。

——编者

印度著名男演员阿米尔·汗有
着“印度国宝”“印度良心”的美誉，
他创作的影片从来都是走心而不
走钱的路线，他希望在讲好故事的
同时，也能解决社会问题。因此，
阿米尔·汗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
在改变印度的一些现实。

如《三傻大闹宝莱坞》用一种喜
剧形式，表达了他对印度传统教育
制度的批判；《我的个神啊》则对充
满伪善和欺骗的宗教进行了鞭挞；
《地球上的星星》又关注了特殊儿
童；《摔跤吧！爸爸》则聚焦女性话
题，明显批判了印度社会存在的重

男轻女思想。
4月份，阿米尔·汗到中国参加

北京国际电影节时曾向媒体表示，
拍这部电影是为了让大家关注印
度社会中那些因性别歧视而遭到
不公平对待的女孩，用令人愉悦的
手法将最具深意的内容表达出来。

上映5天票房达到1.3亿元 打破印度片在华票房纪录

《摔跤吧！爸爸》鲜为人知的幕后
黎明首当导演
执导动作电影

《抢红》定档
5月19日海南上映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

中国三大男高音香港开唱
据新华社电（记者丁梓懿）为庆祝香港回归

祖国20周年，香港歌剧院与香港北京交流协进会
8日晚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中国三大男高音”音
乐会。三位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莫华伦、戴玉
强、魏松为香港市民呈现了一个多元、精彩的音乐
之夜。

当晚，在福建交响乐团的伴奏下，三位男高音
歌唱家在台上献唱了《我和我的祖国》《我爱你中
华》《万里长城永不倒》等多首中国歌曲及《重归苏
莲托》《桑塔露琪亚》《负心人》等世界经典名曲。

香港北京交流协进会会长施荣怀表示，本场
音乐会不仅为观众呈现一场视听盛宴，还能将中
国的文化艺术弘扬出去。希望通过举办各种多元
活动，与香港市民及青少年一同庆祝香港回归祖
国20周年盛事，为促进香港、北京两地青年共同
发展作出贡献。

据悉，音乐会所得部分赞助收益将捐赠给东
华三院，以支持其医疗、教育及社会服务等慈善工
作。另有300张音乐会门票送给东华三院学生，
旨在让学生提升对声乐艺术的认识。

印度男星阿米尔·汗增肥前后对比

《摔跤吧！爸爸》中19岁的阿米尔·汗

阿米尔·汗真正是用生命在拍
电影。为了拍好《摔跤吧！爸爸》，
当时51岁的阿米尔·汗，一个人饰
演了男主角19岁、29岁、55岁三个
人生阶段。

他先是拍完19岁的戏份，接着
疯狂增肥，一个月时间，从体重138

斤的美男子摇身变成了体重 194
斤、体脂含量37%的55岁大胖子。
拍完中老年戏份后，阿米尔·汗又整
整花了5个月时间疯狂减肥，最终又
回归到体重144斤、体脂9.8%的肌
肉男神，回头去拍29岁时的戏份。
这样敢于吃苦，仅仅为了拍电影，真

是用命在拍。
有人问为什么不拍完29岁再拍

55岁的戏份？阿米尔·汗回答说，那
样他就没有动力瘦回去了！还有人
问为什么不用道具比如用硅胶“增
肥”？阿米尔·汗说：作为演员，我觉
得那不好！多么朴实的回答。（钟新）

《摔跤吧！爸爸》根据真人真事
改编，阿米尔·汗扮演的马哈维亚，
其实有原型人物——印度著名摔跤
手马哈维亚·辛格·珀尕。

他曾是名摔跤运动员，梦想成
为世界冠军，后来因种种原因直到
退役仍与金牌无缘。此后他希望

即将出生的儿子帮他完成毕生梦
想——夺得世界金牌。结果妻子
连生四女，本以为梦想破碎，不料
却在女儿和别的孩子打架过程中
意外发现女儿身上有摔跤天赋，于
是他把自己的女儿训练成了世界
冠军。

摔跤运动在印度民间很流行，
但女孩练摔跤则会被笑掉大牙。阿
米尔·汗饰演的父亲成了这种传统
偏见的挑战者，他一路顶住来自村
民、体育界乃至政府要员的压力，在
看笑话的眼光中，逐渐把女儿培养
成了世界冠军。

阿米尔·汗是在用生命拍电影

本报海口5月9日讯（南国都市
报记者易帆）30集大型民国传奇励
志电视剧《宋耀如·父亲》，于5月4日
—9日在央视八套完成了首轮播出，
将于近日在多家卫视频道展开第二
轮播出。

据了解，该剧由海南广播电视

总台、北京和润阳光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海南电广传媒影视有限公司、
海南广电联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鲁能集团联合出品，先后在美国及
国内 6个省市进行取景拍摄，历时
近两年制作完成。它以可靠的历史

为依据，用艺术的形式，讲述了“宋
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跌宕起伏
和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生。该剧在央
视首播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
反响，好评如潮。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张梅
颖评价称，电视剧《宋耀如·父亲》让

“宋氏三姐妹”伟大的父亲走到了荧屏
之上。宋氏子女皆翘楚，绝非偶然，而
是源于她们的父亲。三姐妹的传奇始
自宋耀如的传奇。在宋耀如的主导
下，宋家的家族文化、贵族气质，经百
年传颂，在那种喧嚣、匆忙、浮躁的社
会氛围里，形成了鲜明对照，散发出难

得一见的真、善、美的光芒。
海南省宋耀如研究会、海南省宋

庆龄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韩继光
说，30集电视连续剧《宋耀如·父亲》
是献给全国人民的一份丰盛的文化大
餐，是宋耀如家乡海南人民的一件大
喜事。

电视剧《宋耀如·父亲》央视首播获赞
近日将在多家卫视频道开始第二轮播出

电视剧《宋耀如·父亲》海报

展现我国考古成果
近400件各地珍贵藏

品18日将亮相首博

据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记者
施雨岑）记者从9日举行的2017年

“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
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美·好·中华
——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将于18日
亮相首都博物馆，展出的近400件藏
品将为观众集中展现我国考古事业近
年来取得的成果。

“1996年以后，我们再没有举办
过全国性的考古成果展。”国家文物局
副局长关强表示，本次展览汇集了19
个省（区、市）的49家考古所、博物馆
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近
400件藏品，以时代为轴、以美学和哲
学为线展开叙事，其中许多藏品从未
在收藏地以外的地点展览展示。

作为“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
主会场，北京市97家博物馆18日将
对市民免费开放。

1 拍电影追求走心而非走钱

2 真实故事启发阿米尔·汗出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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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跤吧！爸
爸》中大女儿把男
孩举起来摔倒赢
得比赛

《抢红》中的张涵予（左）和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