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文娱新闻 2018年1月12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卫小林 美编：杨薇B07 综合

本报海口1月11日讯（记者卫
小林）许久没有出现在家乡媒体上
的陈楚生，今天来到海口宣传自己
主演的新片《无问西东》，一天之内
马不停蹄地跑了7家影城路演，同
时接受了多家媒体的联合采访和视
频专访，以一种崭新形象出现在了
家乡媒体记者、影迷和歌迷面前。

中午12时45分，记者随本地媒
体同行和众多影迷、歌迷提前来到
海口星轶国际影城观看了《无问西
东》。下午3时过后，电影放映结
束，陈楚生在全场观众热情的掌声
中快速跑上舞台与观众见面。

“海南是我的家乡，现在，爸爸
妈妈还住在三亚，所以能够回到家
乡参加活动真的是非常开心。”陈楚
生一开口，就拉近了他与观众的距
离，全场观众也热情地为他鼓掌。

“这个角色跟我自己有相似之
处，就是打破规则，聆听自己内心的
想法，真实面对自己，做自己想做的
事。”一位从2007年陈楚生参加“快
男”比赛起就关注他的歌迷问为什么
会演这部电影？陈楚生如是回答。

电影《无问西东》由章子怡、黄
晓明、张震、王力宏、陈楚生联合主
演，将于1月12日在海南各大院线
与全国影院同步上映。在片中，陈
楚生扮演的吴岭澜一角，1924年就
读于清华，起初受潮流影响想学理
科，可他文科最好，直到他聆听了泰
戈尔访问清华的演讲后，才明白要
做最真实的自己，于是他赴美求学
后回到国内，在西南联大当上了教
师，从志向摇摆不定到听从内心最

真实声音的呼唤，找到了人生方向。
结束了在影厅里与影迷、歌迷

们的见面之后，陈楚生又现身媒体
见面会。面对海口近20家媒体的
采访，尽管此前已有几家视频媒体
拍过专访，但陈楚生依然一丝不苟
地耐心回答每一个记者提问。

陈楚生毫不掩饰他对演电影的

兴趣，也流露出了他对《无问西东》一
片中所演角色的真情，他对影片拍摄
过程中印象最深的地方更是如数家
珍。他说，当初在云南拍了一段他和
学生逃避日本侵略者追杀的戏份，拍
了一晚上，大家都往向日葵地里钻，
由于向日葵具有韧劲，前面的人跑过
后会回弹，打得他脸上都肿了，可惜

这段戏最终并没有剪进成片中。
对于音乐，陈楚生说他一直都

没有放弃，而且不断有新歌问世，除
了单曲外，还为多部电视剧、电影演
唱过主题曲、插曲，2017年3月还发
行过专辑《侦探C》。陈楚生还表
示，回家乡开演唱会一直是他的愿
望，他会继续努力。

今天一天，陈楚生就跑了海口
星轶国际影城、海口中影国际影城
上邦店、海口中视国际影城国兴店、
海口万达影城日月广场店、海口金
逸影城等7家影城，与家乡影迷、歌
迷见面，卖力地为自己主演的电影
《无问西东》宣传，让家乡歌迷、影迷
见识了一个全新的陈楚生。

1月11日，歌手、演员陈楚生现身海口与粉丝、媒体见面后和观众合影。 本报记者 张杰 实习生 肖亚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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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记者白瀛）百老汇音
乐剧《为你疯狂》首演25周年之际，获得
独家中文演出版权的中央戏剧学院正在
北京上演该剧。此版本由中国、美国、保
加利亚三国艺术家联合创作。

《为你疯狂》首演于1992年，改编自
格什温兄弟1930年的音乐剧《疯狂女
郎》，主要讲述热爱跳舞的纽约富家子弟
鲍比，到美国西部小镇联合好友挽救当
地一家剧院并收获爱情的故事。该剧问
世25年来，中国始终没有获得商业演出
版权，2012年6月中戏曾获得中文非商
业演出版权并首次搬上中国舞台，此次
是中戏再获中文非商业演出版权。

此次演出导演李雅菂9日介绍，虽
不是商业演出，但艺术创作仍然可谓高
规格：百老汇音乐剧制作人董方思担任
项目策划，美国舞蹈家汤米·华莱士担任
舞蹈指导，保加利亚艺术家波尔雅娜·切
夫诺娃担任导演助理，中戏音乐剧系
2014级表演本科班演出。

三国艺术家联合创作
百老汇音乐剧
《为你疯狂》中文版

据新华社电（记者林凯 宓盈婷）或狂野、或
激越、或妩媚、或虔诚……剧中主要人物“君山王”
和“平潭蓝”用默契的舞步，尽显舞蹈之美。9日
晚，由舞蹈艺术家杨丽萍执导的大型舞台剧《平潭
映象》在福建大剧院进行了首场公演。

该剧以平潭独特的海岛风光为基底，融合了
鼓乐、闽腔、藤牌操、舞龙舞狮、妈祖信仰等民俗元
素，以艺术视角剪裁出海洋民族风，展现“新东方
美学”。

该剧自创作以来，杨丽萍数次采风，为了解海
边的民俗，多次深入民间体验生活。她说，《平潭
映象》是一部诚意之作，连小草从石头缝里钻出来
这样的细节，也力求做到完美。

“福建这块土地，有太多民俗元素值得去挖
掘。这次我们都用舞蹈的形式，把它们呈现出来，
希望能做到雅俗共赏。”杨丽萍说。

据介绍，《平潭映象》随后将开启为期两年的
亚洲巡演，包括国内巡演110场次，国际巡演40
场次。

杨丽萍执导的舞剧
《平潭映象》福州首演

据新华社电（记者李良勇）中国政府援建黎
巴嫩国家高等音乐学院项目立项换文签字仪式9
日在位于贝鲁特市中心的黎巴嫩总理府举行。

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文化部长加塔
斯·胡里和中国驻黎巴嫩大使王克俭等出席仪
式。王克俭与黎巴嫩发展和重建委员会主席纳比
勒·吉斯尔签署了协议。

哈里里在致辞中感谢中国的援建，表示这对
黎巴嫩及其文化而言非常有价值。他强调，在“一
带一路”的框架下，黎方愿维护和推动双边关系发
展，以造福两国。

王克俭在致辞中说，这是中国政府向黎巴嫩
政府援助的第一个成套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极
大改善黎巴嫩高等音乐教育条件，帮助黎巴嫩培
养更多音乐家，让黎巴嫩民众在一流的专业音乐
厅里享受音乐公共服务。

王克俭说，该项目将成为中黎友好的重大标
志性项目以及中黎共建“一带一路”、促进民心相
通的成功典范；同时也将成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
之间友谊的象征，对于推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
间人文交往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黎巴嫩国家高等音乐学院项目包括修建一栋
音乐学院教学综合楼、一座带有1200个座位的专
业音乐厅和一座带有350个座位的小音乐厅等。

中国援建黎巴嫩
高等音乐学院立项

据新华社电（记者李慧颖 李凯）为期两个月
的首届台湾戏曲艺术节将于3月开始举行。艺术
节期间，京剧、豫剧、昆曲、歌仔戏、南管戏等传统
曲艺将轮番登场、好戏连台。

艺术节由台湾戏曲中心主办，展演的重要剧
目包括以小说《狄公案》为文本的豫剧《武皇投
简》，南管戏《陈三五娘》，京剧《孝庄与多尔衮》，以
及客家经典三脚采茶戏等。

为鼓励曲艺创新，艺术节设立了“戏曲未来”
单元，鼓励表演剧团与艺术家们共同参与当代戏
曲美学发展，演出形式创新的戏曲节目。

艺术节还将邀请海外戏曲团体参演。
据介绍，台湾戏曲艺术节将成为台湾戏曲中

心每年春季的大型旗舰艺术活动。主办者表示，
艺术节希望通过传统剧目的集中展演和曲艺形式
的探索创新，来推广和发展传统艺术，彰显戏曲的
文化魅力。

首届台湾戏曲艺术节
3月开始举行

据新华社电（记者张漫子）记者
日前从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获悉，
2017年北京电影票房达到33.95亿
元，同比增长12.1%；人均观影3.51
场次，同比增长11%。

2017年，北京影市进入理性增
长期。数据显示，2017年北京电影
票房达33.95亿元，同比增长12.1%；
放映场次 273.71 万场，同比增长
19.8%；观影人次7636.31万人次，同
比增长11.1%；人均年度观影3.51场
次，同比增长11%。

2017年，“电影质量促进年”取
得实质性成果，多题材、多类型、多样
化的创作格局得到巩固，中国电影新
生力量成长壮大。以迎接党的十九
大和纪念建军90周年为契机，北京
涌现了一批优秀献礼影片，树立了主
旋律影片创作的新标杆。

2017年全国共有6部国产影片
票房超过10亿元。北京创作生产的
影片《战狼2》以 56.83 亿元票房和
1.6亿观影人次创造了多项市场纪
录，成为国产电影的一大亮点，并与

《羞羞的铁拳》分别位居年度国产电
影票房冠亚军，合计占全国国产影片
总票房的26.23%，为拉动全国票房、
观影人数及国产影片占比起到决定
性影响，北京电影继续领跑全国。

影院建设方面，2017 年，北京
新增影院26家，新增银幕211块。
全年营业影院达到215家，同比增
加 23 家，银幕 1469 块，同比增加
202块。全国票房排名前5名的影
院中有北京3家，单影院平均贡献
票房 1579.07 万元；单银幕平均贡

献票房231.11万元；人均贡献票房
156.24元，均居全国首位，电影产业
发展态势良好。

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未来5年，北京市将努力
打造2公里影院圈，基本实现乡镇
影院全覆盖。2018年，北京拟更新
三分之一左右的农村电影放映设
备，提升基层群众观影条件，并将在
通州区和房山区经济条件相对较
好、人口基数大的农村乡镇，试点运
行农村商业影院。

电影市场进入理性增长期

北京2017年人均观影3.51场次

新 华 社 北 京 1 月 11 日 电
（记者白瀛 史竞男）由章子怡、
黄晓明、王力宏、张震、陈楚生等
主演的电影《无问西东》将于 12
日起在全国上映。编导李芳芳
说，影片通过四个时代青年人寻
找真实自我的故事，展现他们的
青春选择。

李芳芳日前在京介绍，影片用
人物线索串联起四个时空中的青
春故事：当下时代的张果果（张震
饰）在尔虞我诈的职场，终于做出
比“赢”更重要的选择；上世纪60

年代的王敏佳（章子怡饰）和陈鹏
（黄晓明饰），被时代裹挟着选择
善恶与爱情；抗战时期就读于西
南联大的沈光耀（王力宏饰），不
顾母亲反对毅然加入战争；上世
纪20年代的大学生吴岭澜（陈楚
生饰），经历迷失后追求真实的自
我与自由……

李芳芳在少女时代即因创作
电视剧《十七岁不哭》成名，从纽
约大学电影学院毕业回国后，曾
执导青春题材电影《80'后》获得业
内关注。《无问西东》是她编导的

第二部电影。
她说，该片最初是向清华大学

百年校庆献礼的作品，片名取自清
华大学校歌中的一句歌词：“立德立
言，无问西东”。

李芳芳说，电影中的这句台词
最能表达她的创作主题：“愿你在
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愿你在迷
茫时记得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
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

➡ 陈楚生在电影《无问西东》中

本报海口1月11日讯（记者卫
小林）4年前走红全国的爱情喜剧片
《闺蜜》有了续集《闺蜜2》，记者今天
从片方福建恒业影业集团海南办获
悉，《闺蜜2》昨天正式定档，将于今
年3月2日元宵佳节在海南各大院
线正式上映。

据介绍，《闺蜜2》仍由香港著名
女导演黄真真执导，陈意涵、薛凯琪、
张钧甯领衔主演，故事讲述陈意涵、
薛凯琪、张钧甯三人组成的“最铁闺
蜜团”空降越南，在开启一段婚前单
身派对之旅的时候，结果意外连连，
一场失控的冒险旅程，不得不在各种
预料不到的情况冲击中进行。

记者了解到，在第一部《闺蜜》
中，哪怕三位闺蜜之间偶尔会经历
金钱、欲望、男友等重重考验，但闺
蜜情永远不会被磨灭，因为好闺蜜
是一起“哭过笑过，彼此爱着”的真
实存在，即使经历过猜疑、妒忌和争
吵等坎坷，仍会并肩携手前行。在

《闺蜜2》中，陈意涵宣布即将大婚，
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即将来临，
她约上薛凯琪、张钧甯两个好闺蜜
远赴越南开启最后的单身之旅，“最
铁闺蜜团”一边享受疯在一起的感
觉，一边再让彼此的心靠得更近一
些，谁知意外接连发生，让她们在闺
蜜情之外经受了更多考验。

2014年，《闺蜜》全国上映后轻
松拿下2.05亿元票房，创当年爱情
文艺电影票房佳绩。此次时隔4年，
导演黄真真再携原班人马回归，在
延续前作主打的闺蜜情基础上，又
创新性地融入了冒险喜剧元素，将
以充满异域风情、疯狂刺激的闺蜜
之旅，加上街头飙车、水上逃生等令
人肾上腺素飙升的桥段刺激，给广
大影迷带来全新观影体验。

黄真真2013年执导的《被偷走
的那五年》票房1.5亿元，《闺蜜》票房
2.05亿元，成为女导演中的佼佼者，
显示其商业艺术并驾齐驱的能力。

爱情喜剧片《闺蜜2》定档元宵节
“最铁闺蜜团”异国欢聚却意外连连

爱情喜剧片《闺蜜2》剧照

据新华社电（记者童方）成都文物考古研究
院日前公布，历经17年的保护修复，已将距今约
2500年的一张古蜀国的“龙床”复原，这是中国考
古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结构最复
杂的一张漆床。

这张古蜀国“龙床”于2000年8月出土于成
都市商业街船棺葬墓群。年代约为战国早期的
商业街船棺葬规模宏大，迄今仍是中国考古所发
现的规模最大的船棺葬，被专家普遍认为是古蜀
开明王的家族墓地。

当年参与发掘商业街大型船棺葬的现场领
队、现任成都市文广新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处长
颜劲松认为，从形制、纹饰等方面看，这张漆床的
等级很高，很可能是古蜀王或其家族使用的器
物。而漆床上的符号与古蜀文字有密切关联，为
解码神秘的古蜀文字提供了新的线索。

记者见到这张复原完成的B型漆床，比现代
一般家用床更大，床身一头略上翘，床身以上有类
似建筑房顶造型的床帐架，漆床底漆黑色，床头、
床尾、床侧板上均绘有朱、赭二色的回首状龙纹和
蟠螭纹，整张床彰显着一种远古帝王的王者之气。

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中心
的助理研究馆员杨弢介绍，这张漆床共由45个零
件构成，最大的长3.2米，最小的只有20厘米长，
全部构件皆由榫卯相接，非常稳固。床顶盖构件
和床梁上有类似文字的刻画符号。杨弢告诉记
者，这些符号很可能是当时制作工匠所留，文保
人员正是凭着这些符号的“指引”，准确地将床顶
盖上的榫卯一一对应。考古学家和文物保护修
复人员花了17年心血，经反复比对、研究、论证，
才将它复原成现在的模样。

2500年前的“龙床”
在成都被复原

旅比华人画家阮丽明
举办“中国记忆”画展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 1 月 10 日电
（记者潘革平）旅居比利时的华人画家阮
丽明个人画展10日在布鲁塞尔中国文
化中心开幕，阮丽明创作的泼墨画《山高
水长》等29幅作品将展出3周。

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主任谭曙致
辞说，画展以“中国记忆”为主题，表达了
这位旅比40多年的女画家对家乡的无
比眷恋和对中华文化的无比热爱。

阮丽明生于上海，自小随家人前往
香港，后转赴台湾，毕业于台湾艺术专科
学校，曾拜张大千入室弟子孙云生等人
为师，20世纪70年代在比利时布鲁塞
尔皇家艺术学院学油画。2004年回大
陆后将所见所闻画成29幅“中国记忆”。

一天之内跑7家影城路演并接受多家媒体采访

陈楚生回家乡宣传新片《无问西东》

《无问西东》展现各时代的青春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