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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1 日，张爱玲以张
学良和赵四小姐的爱情故事为原
型创作的英文小说《少帅》将由皇
冠出版社出版。

该小说只写了 70 多页，几万
字，并未完成。张爱玲遗产执行人
宋以朗说，文章未提及“张学良”的
名字，都是用少帅来代替。当时张
爱玲给赖雅和另一朋友看，他们看
了都喊“救命”，因为里面涉及大量
的历史人物，如张作霖、阎锡山、冯
玉祥等。

张爱玲 1961 年到香港，曾寄
居在好友宋淇、邝文美夫妇家中。

1995 年在洛杉矶公寓去世后，张
爱玲遗物交由宋淇、邝文美夫妇二
人处理。他们的儿子宋以朗现为
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透露，
自 2003 年母亲邝文美去世后，他
便一直致力于整理张爱玲的文章、
手稿以及父母与张爱玲的通信，

《少帅》就是继《小团圆》之后张爱
玲的又一部小说作品。

据悉，1961年张爱玲去台湾希
望采访张学良，当时张还被软禁，
这一采访要求没有被允许。所以

《少帅》中未提及“张学良”的名字，
都是用少帅来代替。④4（文 娱）

张爱玲遗著《少帅》下月初面世

出品人马珂日前在京宣布，姜
文执导的新片《一步之遥》去年底
本就已关机，但姜文执著地等待

“草原最美夕阳”，不久前在内蒙古
补拍部分戏份后终于正式封镜，但
由此也错过了多个电影节。

马珂说，《一步之遥》棚内部分
去年底就已拍完；影片虽然讲述上
海故事，但外景地却从南至北跨度
很大，剧组不得不分多次等待当地
最美季节拍摄。

“片中，秋高气爽时节的福建
土楼、梅雨季节烟雨朦胧的乌镇以
及盛夏绿草如茵的内蒙古草原，将
映衬摩登时尚的上海，共同呈现一
个奇幻的北洋中国。”他说。

马珂透露，由于《一步之遥》去
年 9 月才开机，刚好错过内蒙古草
原一年中最美的盛夏季节，对电影

品质要求苛刻的姜文宁等一年，也
不愿将就或另择他处。

他说，这次补拍时，姜文在草原
顶坡搭建了欧式风格红色风车，每
天只有傍晚短短一小时的最美夕
阳，所以10天其实只拍了两场戏。

马珂说，为了拍到最美草原夕
阳，姜文不得不爽约威尼斯国际电
影节——去年他担任该电影节评
委期间，组委会曾约定他今年带新
片重返水城；而多伦多电影节也屡
次邀请影片做全球首映，但因延长
了制作时间，只得退出。

据介绍，电影《一步之遥》讲述
发生在北洋政府时期一群冒险家
在上海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由姜
文、葛优、周韵、舒淇、文章、王志文
等主演，将于 12 月 18 日起在全国
上映。④4 （据新华社电）

执著补拍“草原最美夕阳”

姜文新片《一步之遥》封镜

本报讯“孔雀公主”杨丽萍被
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选为入驻蜡
像馆的首位舞蹈家，英国团队日前
飞抵昆明为其量身。

对于自己心目中的蜡像形象，
杨丽萍表示希望以舞者的形象呈
现，并透露出舞蹈的气韵。

杜莎夫人蜡像馆的有关人士表
示，杨丽萍是中国极具知名度和影
响力的舞蹈家。从《孔雀翎》、《两棵
树》、《云南印象》到惊艳“春晚”的

《孔雀》，纵横舞坛的杨丽萍从最初
的“孔雀公主”成长为如今的“舞
神”，已经成为一种舞蹈文化的象
征。为杨丽萍打造的蜡像造型会从
她众多的经典舞蹈造型中选取。整
个蜡像的打造时间将长达 5 个月，
造价高达 150万元。蜡像将在杜莎
夫人蜡像馆在伦敦、具有百年历史
的制作工坊里完成，最后运抵上海。

据悉，杨丽萍的蜡像将于明年
2 月与大众见面。④4 （文 娱）

杨丽萍将入驻杜莎夫人蜡像馆

第 71 届威尼斯电影节于意大
利时间 8 月 27 日晚开幕。

每年的 8 月末，意大利水城威
尼斯就收起炎炎暑气，飘几场小
雨，用微凉的海风和温和的阳光迎
接这个最古老、最文艺的电影节。

已走到第 71 个年头的威尼斯
电影节今年仍然延续“艺术先锋”
的宗旨，而本届电影节中国电影的
比重越发明显。

今年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影片
有 20 部，其中 19 部为全球首映，中
国导演王小帅携《闯入者》进入“逐
狮”行列。王小帅先前在北京接受
媒体采访时说，《闯入者》以文艺片
为底色，加入了鬼魂、凶杀等悬疑、

惊悚元素，延续了他先前作品“小
人物承载大故事”的风格，追溯当
下社会价值观、个体命运、家庭关
系的形成根源。

今年的开幕影片是墨西哥著
名导演亚历杭德罗·伊尼亚里图执
导的《鸟人》，该片同样进入主竞赛
单元。这部电影由“老蝙蝠侠”迈
克尔·基顿和爱德华·诺顿主演。

意大利导演马可·斯帕尼奥利
的纪录片《神话中的女人——索菲
亚讲述罗兰》进入威尼斯经典单元
展映。这部纪录片讲述意大利著名
影星索菲亚·罗兰的故事，这位意大
利人心目中的“女神”有望在本届电
影节露面，为电影节增添星光。

今年华语影片戏份不少。威
尼斯电影节“老朋友”陈可辛的《亲
爱的》和许鞍华的《黄金时代》将在
非竞赛单元展映，同时《黄金时代》
也将作为闭幕影片为本届电影节
收官。此外，许鞍华还担任地平线
单元的评委会主席。

另外，在着重展示电影新潮流
的地平线单元，陈涛执导的短片《大
暑》入围，将角逐这一单元奖项；青
年导演忻钰坤的处女作《殡馆》将在

“国际影评人周”单元展映。
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

会由 9 人组成，阵容星光灿烂，主
席由法国著名作曲家亚历山大·德
普拉担任，他也是威尼斯电影节主

竞赛单元历史上第一位作曲家主
席。美籍华裔女演员陈冲和“海上
钢琴师”蒂姆·罗斯同样担任本届
电影节评委。

威尼斯电影节一向走“文艺”
路线。但电影节主席阿尔贝托·巴
尔贝拉上任 3 年来，越发重视电影
的“钱途”，加强电影市场环节，为
导演、制作人、买方等提供交流平
台。

电影节官方网站显示，去年电
影 市 场 的 参 与 人 数 比 前 年 增 加
25％，今年的电影市场将继续在电
影节期间举办，并增设专门关注意
大利电影发展的项目，启动欧洲国
家与其他国家合拍电影的项目。

电影市场中也少不了中国电
影人的身影。今年电影市场期间

“威尼斯日”单元首次设立聚焦中
国电影的官方论坛“中国电影论
坛”，探讨中国电影如何更好地走
出去、中外电影合作的机遇与挑
战。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电影节推
出手机客户端，除提供所有电影展
映日程、电影介绍等信息外，还开
通客户端购票、威尼斯旅游向导等
功能。为贴近电影节主题，在手机
客户端的旅游向导中设置提醒，定
位用户所在地点后即可告知附近
曾拍摄过的著名电影。④4

（据新华社电）

威尼斯降暑迎金狮
中 国 电 影 戏 份 足

本报讯（记者刘 洋 实习
生 康 亚 飞）8 月 27 日 ，随 着

“2014 首届河南（郑州）动漫文
化展览会”会标在郑州市购书
中心揭幕，一场面向国内外的
动漫嘉年华在郑州正式启动。

据了解，“2014 首届河南
（郑州）动漫文化展览会”由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省文化厅、郑州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指导，郑
州漫迷会展服务公司主办，将于
9月 6日至 8日在郑州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此次展会内容涵盖
了网游、动漫、电玩三大产业链，
共分为国内外动漫模型展、动漫
原创企业品牌形象展、动漫游戏
作品展、动漫Cosplay比赛、电竞
游戏精英赛、特邀明星嘉宾签售
会等六大板块。

郑州漫迷会展服务公司
负责人高洁介绍，这是动漫文
化展览会首次在郑州亮相，诸
多国内外知名玩具企业将带
来限量级手办及玩具，而千夜
未来、叉叉、GESHA 等 Cosplay
明星的到来也为展会增色不
少。展会不仅是动漫迷的盛
会，也是我省动漫企业向外界
进行展示、交流的好平台。④4

本报讯（记者王晓欣）《敢死队 3》里，
你感觉不到史泰龙已经是一位 67 岁的老
人。他虽然身体微微发福却依然身手矫
健、思维缜密。8月 27日，河南奥斯卡院线
曼哈顿影城举办了《敢死队 3》媒体看片会，
影迷们被银幕上的一帮老硬汉打动了。

《敢死队 3》由派特里克·休斯与丹·
布拉德利共同执导，剧本由戴夫·卡拉汉
姆、史泰龙共同编写，讲述了巴尼领衔的
敢死队为了正面迎战昔日战友、现是军火
枭雄的斯通班克斯，给敢死队注入新鲜血
液准备展开一番大决战......

《敢死队 3》除了原系列中的史泰龙、
李连杰、施瓦辛格等动作巨星外，还吸引
了梅尔·吉布森、哈里森·福特、安东尼奥·
班德拉斯、韦斯利·斯奈普斯等动作巨星。

观看《敢死队 3》是紧张刺激的两个多
小时。几位全新加入的好莱坞大腕成为
核心亮点，各自身怀绝技，演绎了一场扣
人心弦的正义战争。班德拉斯在《杀手悲
歌》中经典的探戈舞姿拿 AK 横扫、梅尔·
吉布森在《爱国者》中最后摸枪等经典桥
段，都会一一在这部电影中“原脸重现”。

该片将于 9 月 1 日起在全省各家影院
上映。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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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史泰龙耍帅
《敢死队 3》9 月 1 日上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