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白先勇执导的青春版 !牡

丹亭" 日前在美国巡演 # 好评如

潮#被称为$自梅兰芳到美演出后

最大的冲击 %& 白先勇在充满信

心的同时# 也表示了对昆曲的忧

虑 & $如果不及时将老一代昆曲

艺术家的绝活抢救下来 # 昆曲的

很多精华就会失传& %

白先勇说'$!牡丹亭" 既代表

了昆曲的至高水平#也是中国式浪

漫的极致#它浓缩了中国古典文化

的精华& 昆曲之美是任何人都无法抵挡的#作为一个中

国人#爱好昆曲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和回归& 西方人有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而我们有!牡丹亭"& 我们中国

人喜欢大团圆#所以不让相爱的人双双死去& %他还诙谐

地说#$中国的爱情境界更高#不但要为爱死去#还要活

过来& 这就叫爱得死去活来& %

白先勇对昆曲的未来既充满了希望 # 又忧心忡

忡#$我们的确有了年轻的观众 #可是要进一步推广昆

曲#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 我们既需要政府部门的帮

助#更需要资金上的支持 & 如果可以在苏州建一个戏

院#专门表演昆曲#我相信会有更多人了解 #并喜欢上

昆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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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娱"

戏剧导演赖声川日前做客凤凰

卫视!非常道"节目时#批评现在的

相声$非常用力而不写实%&

赖声川认为# 现在的相声变成

了 $非常用力而不写实的一种表

演%& 哪怕相声演员再起劲地 $狂

喊%#得到的效果也不好& 他认为在

侯宝林和台湾的魏龙豪等大师身

上#能看到一种真诚#一种$非常写

实%的东西&

谈到电影!色(戒"时#赖声川高

度评价了$学生%汤唯的演技& 他透

露自己在中戏教书时# 汤唯正是他

的学生& 赖声川还表示希望汤唯能

够出演自己的话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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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来自在长沙召开的
!""#

全国影视动画工作会议的

信息表明# 目前# 全国国产影视动画播映体系已初步形

成#观众规模超过
$

亿人#较开播之初增加
%

倍多&

目前# 全国有
&

个动画频道和
''

个地方少儿频道#

每天播出国产动画片约
("""

分钟&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

年首播国产动画片达
$%"""

分钟#电影频道从
!""&

年开

始设立$少儿影院%栏目#每周固定两个时段播出动画电

影等少儿影片# 湖南金鹰卡通频道在省内覆盖率达到

)"*

#并覆盖全国
+""

多个城市#广东嘉佳卡通频道已在

全国
!+

个地市落地#最高收视率达
!,#*

&

国家广电总局)教育部)文化部还共同建立了全国中

小学影视教育协调工作委员会# 每年分批向全国中小学

推荐优秀国产影片#已推荐优秀动画影片
+%

部#各地电

影院和放映单位也积极扩大动画影片发行放映范围#有

力地拉动了市场需求#刺激了创作生产*

!#

!据新华社"

策划 陈 炜 责任编辑 刘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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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电影院弥漫着!色(戒"的阴郁

气息* 不过#这种暧昧将被两位硬汉的阳刚

冲淡* 今天#来自好莱坞的两部大片!谍影重

重
$

"+!虎胆龙威
%

"同时登陆省会银幕, 一

个是正值青春的新式特工#一个是有点年纪

的老辣警探#在今后的半个月里#他们为了

各自的票房收益#各显神通,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两部重量级大片

在同一天上线的先例几乎没有 #而两者既

然能踏上同一擂台 #肯定属于同一个重量

级, 强者
&'

#最终鹿死谁手- 只有让时间

告诉未来,

擂台上# 老者是布鲁斯(威利斯主演的

!虎胆龙威
%

"# 讲述老迈克莱恩警官遇到新

的挑战# 面对极端恐怖分子的极端黑客手

段#再一次展示龙威#粉碎恐怖计划的故事.

少者是马特/戴蒙领衔的!谍影重重
(

"#这部

又名!伯恩的最后通牒"的影片#讲述仍然失

忆的前中情局特工詹森/伯恩在干掉了中情

局派来的超级杀手之后# 终于被彻底激怒#

决定反戈一击#向三番两次前来索命的中情

局复仇的故事,

在此之前#!虎胆龙威"三部曲的光辉#

震动了上个世纪
)*

年代的动作影坛,甚至

到了各大公司每每想到要拍摄动作片时 #

首先想到的问题就是 $要不要请威利斯主

演%, !虎胆龙威
(

"上映后
+,

年#

-,

岁的布

鲁斯/威利斯卷土重来 # 不顾性命拍出了

!虎胆龙威
%

",

而!谍影重重"系列也光环在身#以富于

创新的结构和动作#以及笼罩影片的神秘感

赢得了骄人的票房#两次成为北美电影史上

最卖座的特工题材电影, 年轻的马特/戴蒙

也凭着他塑造的伯恩成为好莱坞炙手可热

的新锐,

$约翰/迈克莱恩老了#我也老了 #这也

是我回到这一角色有趣的一面, 但是#老了

也有好处#起码收获了智慧, 我演这部新片

没有前
(

部那么轻松自如# 风险非常大#但

是最后的效果非常棒, %布鲁斯/威利斯说,

$!谍影重重"改变了我的命运, 在
,**,

年!谍影重重"上映前的半年时间里我都没

有接到任何工作#是事业最低潮, %马特/戴

蒙说, 他同时也感到了压力#$主要是我老

了# 我已经
(!

岁了# 我清楚地体验到了这

点#所以这次训练和准备时间做得比以前长

些#最大的挑战是要保持平衡和使表演看起

来真实, %

谈到 !虎胆龙威
-

"#威利斯说 ' $只要

他们有好的故事# 我会接拍下一部 # 这也

是为什么我等待这么长时间拍摄这部影片

的原因, 当有人向我提议可以制作下一部

!虎胆龙威 "的时候 #我知道 #我们已经开

始了, %

!谍影重重"的续拍更是毫无疑问#尽管

!伯恩的最后通牒"是原著中的终结篇#但该

片的制片人表示#!谍影重重"至少要拍到第

五部#伯恩与中情局的恩怨#也绝不会在$最

后通牒%中了断, 当然#下面的男主角#非马

特/戴蒙莫属,

!-

!虎胆龙威 %"!谍影重重 ("今日同时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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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 炜

#谍影重重
(

$海报
%虎胆龙威

%

&海报

!虎胆龙威
%

"片长两小时#动作

场面从头贯穿至结尾#数量比!谍影

重重
(

"多,

场面一' 一辆轿车从空中向着

约翰/迈克莱恩和搭档马特/法莱尔

飞了过来#砸向路上的汽车#在反弹

到他们身上之前# 两人只有几秒钟

的时间逃命,

场面二' 在一个高速公路上的

汽车追逐场景中# 一架
.$-

战斗机

追赶着迈克莱恩# 然后二者开始火

并#最终战斗机毁掉了约翰/迈克莱

恩驾驶的一辆巨大的拖车,

!!

!!谍影重重 $" &' !虎胆龙威 %"

媒体综合分 "

月上映后得到的综合评分为
/0

,

票房与反应

1

月底上映后得到的综合评分为
/

,

截至目前已获得了超过
%

亿

美元的票房#其中
,2,

亿美元来自

北美#超过了!碟中谍
,

"成为北美

史上最卖座的特工题材电影#其余

+3"

亿美元来自海外,

截至目前获得了
$3)

亿美元票

房 #其中北美
+3$

亿美元 #海外
,3$

亿美元,

角色认可度

经过
$

集!谍影重重"之后#马

特/戴蒙的命运已经跟詹森/伯恩

密不可分, 是!谍影重重"系列改变

了他的命运, 戴蒙为这个角色准备

了很长时间#令他表现出来的个性

与特质都符合小说作者鲁德鲁姆

的要求000身怀绝技#但表面上看

是普通人,

布鲁斯/威利斯无可替代, 网友

评论道'$再没有谁拥有他那一脸如

砂纸一般的沧桑# 再没有谁能拥有

他粗糙眯眼看人的神情+ 对一切不

屑一顾的薄唇和沙哑低沉的嗓音, %

片中角色迈克莱恩那件满是鲜血和

泥土的紧身背心# 从来就是为布鲁

斯/威利斯准备,

动作激烈度

!谍影重重
$

"作为特工片有不

少摆脱跟踪+ 追查情报等斗智戏#动

作场面则寥寥可数,

场面一'伯恩与杀手在摩洛哥

丹吉尔市中心的一场追逐+ 格斗#

利用了狭窄的空间+ 挤迫的人群+

市集里的横街窄巷+ 楼房的窄梯+

最后肉搏的斗室#都营造了紧张的

气氛,

场面二'结尾处的追车戏是近

几年来追车场面的典范, 镜头以接

近零距离的方式表现了两部车相

撞的一刻#长达数秒的车辆凌空翻

滚过程惊心动魄,

!虎胆龙威"系列

!虎胆龙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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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约翰'麦克蒂尔南

主演#布鲁斯'威利斯

故事# 警探约翰/迈克莱恩与妻子霍莉被邀请

参加在一栋大厦举行的圣诞晚会,然而一群匪徒却

打起了大厦金库中的
1

亿多元债券的主意,他们封

锁了大楼#将参加晚会的人扣作人质, 迈克莱恩侥

幸逃脱#只身与匪徒们展开了周旋#然而警方的官

僚作风却给他添了不少麻烦,最终迈克莱恩打败了

匪徒# 救出了霍莉, 该片获
+)")

年奥斯卡最佳视

觉+最佳剪辑+最佳音乐+最佳音效四项提名,

!虎胆龙威
,

"

4+))*6

导演#雷尼'哈林

主演#布鲁斯'威利斯

故事#圣诞前夕#迈克莱恩正在华盛顿的机场

等待妻子乘飞机归来过节, 然而无意中他却发现

了一个重大的阴谋' 被议会解职的特种部队施上

校正率领部下准备解救被引渡的中美洲毒枭艾将

军, 施上校带领部下占领了机场附近的一座小教

堂#设置了一个飞行控制中心#并切断了机场控制

塔与空中的一切联系#使众多的客机无法降落,而

迈克莱恩的妻子霍莉此时正在其中的一架飞机

上,为解救妻子和在空中的众多客机#迈克莱恩不

得不再次进行艰苦的努力11

!虎胆龙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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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约翰'麦克蒂尔南

主演#布鲁斯'威利斯

故事#西蒙是个心狠手毒的恐怖分子, 他为

了窃取联邦大厦地下金库的黄金#想方设法分散

警力, 他先是制造了一起爆炸案#然后给约翰/迈

克莱恩打了电话# 声称警方必须听从他的指令#

否则他将继续在全市搞爆炸活动, 迈克莱恩在与

西蒙的周旋中终于发现在全市警力都集中于各

个学校搜寻炸弹的同时#一帮匪徒已经从联邦大

厦的地下金库中劫走了黄金, 在识破了西蒙的诡

计后#迈克莱恩经过一连串的激烈搏斗#成功阻

止了匪徒的行动#追回了被窃的黄金,

!#

!谍影重重"系列

导演#道格'里曼

主演#马特'戴蒙

故事# 詹森/伯恩没有过

去#或许也不会有未来,在死亡

边缘的他被意大利渔船从海上

救了回来#在身体复原后#他却

发现自己得了失忆症, 藏在臀

下肌肉内的微缩胶片证明自己

曾做过整形手术, 写在胶卷底

片上的一组数字是一个存有

%**

万元现金的瑞士银行账号#

账户的主人是詹森/伯恩#但已

被记录为死亡, 虽然现在的伯

恩没有身份+背景#好在他还有

特殊的格斗禀赋+ 语言天分和

自信# 他不顾一切要查明自己

到底是谁# 却开始遭到中情局

的追杀,

导演#保罗'格林格拉斯

主演#马特'戴蒙

故事#詹森/伯恩历经辛

苦渐渐接近自己身份真相#

但无意间被卷入一起外交阴

谋#女友也被杀身亡#本已明

晰的身份又将饱受质疑#宁

静的生活再次被无情的重重

谍影所笼罩, 这一切都源于

某国政界要人惨遭杀害#伯

恩被陷害成了嫌疑人,詹森/

伯恩不仅要防备秘密组织暗

地里的追杀# 还要时刻避开

要逮捕他的中情局特工, 事

态似乎变得越发失去控制#

四面楚歌的$伯恩%现在只有

单枪匹马去找出那个冒充自

己的人11

!#

!谍影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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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逃亡"%

#**%

&

!谍影重重
+

$伯恩的身份"%

#**#

&

在历时
+**

天的中国国家大剧

院国际演出季中# 一部由中国人首

次为普契尼未完成作品续写结尾的

国家大剧院版!图兰朵"#将于明年
(

月在国家大剧院舞台上首度面世,

国家大剧院音乐总监陈佐湟表

示#国家大剧院版的!图兰朵"也是

中国艺术家在明年普契尼诞辰
+-*

周年之际对大师表达的敬意,

!图兰朵"是普契尼一生最后一

部作品#然而它是一部$未完成%的

作品000结尾部分的
#*

分钟#是由

作曲家阿尔法诺完成的,

+)#1

年
%

月
#-

日!图兰朵"在米兰斯卡拉歌

剧院首演时# 大指挥家托斯卡尼尼

指挥到普契尼所写的最后处时#拒

绝演出别人的$续貂%#停止了当晚

的演出# 第二天才演出了包括阿尔

法诺续写的全剧, !图兰朵"另一个

已经出版的版本是由意大利现代作

曲家贝里奥续写完成的# 但并未得

到多少承认#演出次数也微乎其微,

此后
"*

年间#!图兰朵"的续写始终

是牵动世界目光的艺术焦点# 先后

有两位意大利作曲家进行了探索与

尝试,

这次# 中国作曲家郝维亚受国

家大剧院委约# 成为迄今为止全世

界的第三位续写者# 也是首位续写

!图兰朵"的中国艺术家, 在歌剧结

尾前
+"

分钟的精彩续创中#郝维亚

在尊重普契尼原作风格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糅入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艺

术元素# 为突出这位中国公主更为

人性化的内心世界# 还并特别安排

了一首咏叹调!第一滴眼泪",

这部由中国人续写的中国公主

的故事#不仅倾注了中国艺术家的巨

大心血# 更是国际间交流合作的成

果,该剧不仅得到了意大利普契尼基

金会的鼎力支持#还将邀请陈薪伊指

导#华裔指挥家吕嘉指挥,陈佐湟说#

国家大剧院版的!图兰朵"将是$普契

尼的+中国的+大剧院的%,

明年
(

月
#+

日中国版 !图兰

多"首演之际#将有来自意大利的世

界优秀歌唱家加盟#与上海歌剧院共

同演绎这部经典力作,

!"

!文 娱"

中
国
艺
术
家
续
曲
!图
兰
朵
"

本报讯 2记者刘 洋 3最能

闹腾的花儿乐队不止一次来过

郑州#也不止一次让郑州的歌迷

在他们的音乐中获得快乐 * 昨

日 #他们又带着最新专辑 !花龄

盛会"来了.今天#他们还将在北

二七路举行签售会* 虽然贫嘴的

习惯依然未改#但他们对音乐的

态度则是非常认真的*

乐队主唱大张伟称 !花龄

盛会 " 是 $一张天赐良缘的专

辑 %#其主打歌 !穷开心 "继当年

!嘻唰唰 "后 #再次成为热门歌

曲* 这首$花儿气质%的歌曲创新性地将传统

民间曲艺与流行歌曲巧妙融合 * 大张伟说 '

$我们一直想用流行歌曲的形式弘扬我们古

老的曲艺文化* 现在对曲艺感兴趣的年轻人

太少了# 这么优秀的文化逐渐遗失真的很可

惜 * 我们就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补救一

下#让更多年轻人接触+了解曲艺文化* %

虽然花儿乐队号召大家一起排解生活

压力 $穷开心 %#但他们的创作道路却不那么

开心 * 大张伟说 #最困难的就是坚持自己的

风格 #却得不到别人的理解 * $我们不盲目跟

风 # 而是想通过蹦蹦跳跳来说明一些道理 #

但很多人觉得我们烦 * 我们也有顾虑 #怕别

人不喜欢 #但懂我们的人还会力挺我们 * 花

儿乐队就是想让人们从我们的热闹劲儿里

得到快乐* %

!#

花儿乐队郑州!穷开心"

赵 森 摄

在$百家讲坛%走红的于丹和易中天首次联手打造

新书!从星空到心灵000易中天于丹演讲对谈录"#再度

使自己成为热门人物* 该书将于下周二出版*

于丹和易中天近日在香港国际书展双人对谈* 在谈

话中#两人没有了在$百家讲坛%的规定动作#在更宽松

的环境里进行自选表演* 在香港的对谈中#两人首次换

位思考#于丹讲起了易中天拿手的!三国"#易中天则大

讲于丹熟悉的!论语"* 两人配合得十分默契*

于丹说#合作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让读者更明

白他们的内心* $现在我们用
8998:;

搜索我们想要的

东西#一上网几万条就出来了*但心灵没有搜索引擎*不

知道就在当下#我们真心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和易中

天合作推出这本书#就是想让大家明白我俩抛头露面到

底想得到什么#而不是去听传言* %

!!

!文 娱"

于丹易中天联手出新书

国产动画片观众超过 $亿

$我经常要去西藏 #

+%

年来 #

我起码来往成都+西藏有三四十次

了*很喜欢成都的我于是不想再在

这个城市只是过客#最近我在成都

买了一套房子#以后来就有属于自

己的家了*今后每年至少一半的时

间我会住在成都#特别是
+!

月
!+

日演唱会前我都计划在成都静心

排练* %在接受采访时#齐秦脸上洋

溢着喜悦和满足*

黝黑的皮肤+爽朗的笑容#齐秦

给歌迷一直留下很有亲和力的印

象*他说'$和年轻时的叛逆不羁相比#现在我的性格越来越

居家了* 我在成都机场高速附近刚买了一套房子#想调整

好最饱满的精神状态#岁末呈现给成都观众一台好听的演

唱会#还想在成都开火锅店#总之一句话#我喜欢成都* %

齐秦近年来创作歌曲并不高产#原因是他享受着自由

旅行和户外锻炼的生活* 他透露自己刚为朋友朱时茂的新

电影!两个房间"创作演唱了主题歌!像疯了一样"*

+!

月
!+

日的成都个人演唱会上#他会精心安排新歌和老歌穿插#以

满足不同年龄层的歌迷的欣赏需求*

!,

!周俏春"

齐秦静心准备个人演唱会

赖声川批评相声!不写实"

白先勇忧心昆曲失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