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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本山近年来所拍的新剧! 刘老根儿"#

! 乡村爱情"等都在央视热播$这一次! 关东大
先生"仍然将目标锁定在央视$ 为此%赵本山
耗费了一年多心血%多次商讨剧本%亲自指挥

舞美人员搭建场景%每一处涉及拍摄的建筑%都
要亲自参与设计$据悉%因时间紧%任务重%赵本
山夜以继日地加班%吃住都在剧组内$

$

月
"%

日%

该剧将举行隆重的开机仪式$

1234

赵本山近日一直在筹拍一部反映老沈阳商战题材的新剧 ! 老北市" $

昨天%记者联系到赵本山经纪人&制片主任高大宽%他就该剧的筹备情况
作了介绍'赵本山的新作! 老北市"目前已正式改名为! 关东大先生" %并确
定在

$

月
"%

日正式开机$ 演员阵容仍然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赵本山和范伟
这对( 黄金搭档)领衔主演%其他演员阵容依旧是( 赵家班)成员%稍有不同
的是%女一号则由新加坡籍女星辰美心出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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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昨天从
保利博纳公司获悉%石钟山最新作品! 幸
福的完美"拍摄接近尾声%女一号黄奕被
导演称赞为( 比孙俪更完美的军人)$

"&

集电视连续剧! 幸福的完美" %是
著名军旅剧作家石钟山先生( 幸福三部
曲)的压轴大作$ 此前的一部! 幸福像花
儿一样"让上海姑娘孙俪成为家喻户晓
的明星%此次拍摄! 幸福的完美" %石钟
山则选中了有( 上海女儿)之称的黄奕$

保利博纳公司郭小姐透露%石钟山对黄
奕在剧中的表现非常满意%称自己的目
标是( 塑造一个比! 幸福像花儿一样"中
孙俪更完美的女军人形象)$

为了表现出主人公李静在不同时
期的不同心理状态%除了经常与导演探
讨角色外%黄奕还利用业余时间体验生
活%向普通市民讨教$ 在李湘投资的电
影! 十全九美"中%黄奕也有戏份$ 黄奕
已经表示% 一定要见缝插针地争取时
间%以确保电影宣传和拍戏两不误$

马伊琍比丈夫差不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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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时候%马伊琍已经渐渐步入中
年了%到时候%如何在一群小妹妹当中
突围而出呢*

马伊琍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只要
觉得自己( 不能给予对方更多东西)%就
会选择退出%也就是离婚+这一点%马伊
琍在结婚之前就确定了%从她的恋爱观
里可以得出结论+ 也就是说%她对这段
婚姻是抱着( 能走多远就走多远)的理
念%既充满了对婚姻生活的憧憬又没有
忘记现实的残酷+ 正是这种想法%让马
伊琍领着文章把这段姐弟恋修成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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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伊琍
我随时准备离婚

! 关东大先生"仍然是由赵本山主演兼
导演+ 这是他的首部民国戏%正因为如此%

他对剧本要求极其严格+赵本山曾透露%要
把这部戏拍成( 传奇)的喜剧+ 那么这部戏
究竟有怎样扣人心弦的情节* 据赵本山介

绍%这一部戏与! 刘老根儿" #! 乡村爱情"风格
完全不同+ 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沈阳的老北
市场+老北市场和北京天桥一样%是老沈阳经
济文化集中地%非常热闹+该剧就取材于在这
里发生的系列三教九流的故事+

筹拍! 关东大先生"一年来%剧情基本
确定%唯一神秘的就是剧中的演员阵容+不
过据高大宽昨日透露% 赵本山和范伟将在
该剧中饰演警察署长和警察% 成了上下级
关系% 范伟前几天特意为了讨论角色秘密
到沈阳跟本山碰头+ 两人在侃大山时也侃
出很多火花+ 而赵本山弟子张小飞将担纲

男一号( 大先生)+ 在
"##%

年春晚两上两下
的( 小沈阳)也有可能加盟该剧+ 由于! 关东
大先生"大部分都是男人戏%所以该剧的女
角更为引人注目% 赵本山千挑万选最终确
定了女一号由新加坡籍女星辰美心担纲 %

而! 乡村爱情"中( 谢大脚)的扮演者于月仙
将出任女二号+

接棒孙俪
黄奕成( 幸福)女孩

剧
情

阵
容

ABCDEFG

目
标

HIJKLM

赵本山范伟
合伙忽悠( 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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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本山近年来所拍的新剧! 刘老根儿"#

! 乡村爱情"等都在央视热播+这一次! 关东大
先生"仍然将目标锁定在央视+ 为此%赵本山
耗费了一年多心血%多次商讨剧本%亲自指挥

舞美人员搭建场景%每一处涉及拍摄的建筑%都
要亲自参与设计+据悉%因时间紧%任务重%赵本
山夜以继日地加班%吃住都在剧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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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本山近日一直在筹拍一部反映老沈阳商战题材的新剧 ! 老北市" +

昨天%记者联系到赵本山经纪人#制片主任高大宽%他就该剧的筹备情况
作了介绍'赵本山的新作! 老北市"目前已正式改名为! 关东大先生" %并确
定在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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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正式开机+ 演员阵容仍然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赵本山和范伟
这对( 黄金搭档)领衔主演%其他演员阵容依旧是( 赵家班)成员%稍有不同
的是%女一号则由新加坡籍女星辰美心出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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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昨天从
保利博纳公司获悉%石钟山最新作品! 幸
福的完美"拍摄接近尾声%女一号黄奕被
导演称赞为( 比孙俪更完美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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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电视连续剧! 幸福的完美" %是
著名军旅剧作家石钟山先生( 幸福三部
曲)的压轴大作+ 此前的一部! 幸福像花
儿一样"让上海姑娘孙俪成为家喻户晓
的明星%此次拍摄! 幸福的完美" %石钟
山则选中了有( 上海女儿)之称的黄奕+

保利博纳公司郭小姐透露%石钟山对黄
奕在剧中的表现非常满意%称自己的目
标是( 塑造一个比! 幸福像花儿一样"中
孙俪更完美的女军人形象)+

为了表现出主人公李静在不同时
期的不同心理状态%除了经常与导演探
讨角色外%黄奕还利用业余时间体验生
活%向普通市民讨教+ 在李湘投资的电
影! 十全九美"中%黄奕也有戏份+ 黄奕
已经表示% 一定要见缝插针地争取时
间%以确保电影宣传和拍戏两不误+

马伊琍比丈夫差不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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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时候%马伊琍已经渐渐步入中
年了%到时候%如何在一群小妹妹当中
突围而出呢*

马伊琍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只要
觉得自己( 不能给予对方更多东西)%就
会选择退出%也就是离婚+这一点%马伊
琍在结婚之前就确定了%从她的恋爱观
里可以得出结论+ 也就是说%她对这段
婚姻是抱着( 能走多远就走多远)的理
念%既充满了对婚姻生活的憧憬又没有
忘记现实的残酷+ 正是这种想法%让马
伊琍领着文章把这段姐弟恋修成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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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伊琍
我随时准备离婚

! 关东大先生"仍然是由赵本山主演兼
导演+ 这是他的首部民国戏%正因为如此%

他对剧本要求极其严格+赵本山曾透露%要
把这部戏拍成( 传奇)的喜剧+ 那么这部戏
究竟有怎样扣人心弦的情节* 据赵本山介

绍%这一部戏与! 刘老根儿" #! 乡村爱情"风格
完全不同+ 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沈阳的老北
市场+老北市场和北京天桥一样%是老沈阳经
济文化集中地%非常热闹+该剧就取材于在这
里发生的系列三教九流的故事+

筹拍! 关东大先生"一年来%剧情基本
确定%唯一神秘的就是剧中的演员阵容+不
过据高大宽昨日透露% 赵本山和范伟将在
该剧中饰演警察署长和警察% 成了上下级
关系% 范伟前几天特意为了讨论角色秘密
到沈阳跟本山碰头+ 两人在侃大山时也侃
出很多火花+ 而赵本山弟子张小飞将担纲

男一号( 大先生)+ 在
"##%

年春晚两上两下
的( 小沈阳)也有可能加盟该剧+ 由于! 关东
大先生"大部分都是男人戏%所以该剧的女
角更为引人注目% 赵本山千挑万选最终确
定了女一号由新加坡籍女星辰美心担纲 %

而! 乡村爱情"中( 谢大脚)的扮演者于月仙
将出任女二号+

接棒孙俪
黄奕成( 幸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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