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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舞台剧、京剧、音乐
会⋯⋯11 月，常州大剧院为市民
带来多场经典演出，让市民在金
秋共享连台好戏。

其中，既有根据网络人气美
女作家流潋紫小说《后宫·甄嬛
传》改编，由中国当代最具实力和
票房的戏剧导演田沁鑫携手流潋
紫共同打造的舞台剧《甄嬛传》，
也有首次采用中西乐器混合编配
伴奏的上海京剧院创作现代京剧

《智取威虎山》，还有“世界三大童
声合唱团”之一的巴黎木十字男
童合唱团音乐会等。

（陈荣春 吴蕾）

常州大剧院11月好戏来了

导演李安 10 月 29 日获颁
英国电影学院奖的最佳导演
奖，而他也是首位获奖的亚洲
导演。

当日在洛杉矶举办的英国
电影学院奖，其中导演奖颁奖
人是好莱坞男星杰克·吉伦哈
尔，他与李安自合作电影《断背
山》后，已一段时间没见面，还
在台上开心相拥，场面温馨感
人。

英国电影学院洛杉矶分部
主席凯兰·布林对李安赞誉有
加，认为他无疑是当代最有远
见的导演之一，不仅有卓越的
电影成就，还不断展现大胆的
选择与发人深省的观点。

李安获得
英国电影
学院奖

最佳导演奖 江苏卫视综艺节目《一站到底》昨晚播出第 300 期，
主持人晓敏感叹，“当年我还是一个未婚少女，现在已
经是已婚妇女了。”李好表示最感谢的还是观众，是观
众的喜爱让节目坚持这么久，“知识恒久远，一站去流
传，节目组将把更好的节目献给大家，《一站到底》就是
要一站到底。”

作为特别有纪念意义的一期节目，本期选手也十分
有看头。女选手叶问一身比基尼运动装扮，身材十分性
感，如果不问她的年龄，还以为是一位邻家女孩来答题。
可是当叶问说出自己已经50岁的时候，全场的观众都惊
呆了，主持人晓敏感叹，“今晚不管你答题有没有赢，你的
容貌和身材已经赢了。”叶问的关键词是“驻颜术”，现场
她传授了自己的冻龄秘籍，那就是坚持运动，2010 年 2
月到2016年3月，她完成了冬季横渡长江、汉江、马六甲
海峡和 30 公里的黄河漂流，“在我 30 岁时，梦想能穿比
基尼在海边游泳，于是就开始学习游泳。此外我坚持每
天游泳运动，谁知这一游就是 20 年，哪怕是在寒冷的冬
天，我也坚持每天冬泳，此外，我每周会去健身房做力量
健身，很多女性觉得力量健身是男人的事情，其实力量健
身可以雕刻线条，让身材更加紧致。”

另一女选手钟钰是个高知高能的女汉子，伦敦卡斯
商学院研究生，现在任职于伦敦的公司，“众所周知，英国
的企业管理十分严格，但是为了不输给男生，我主动申请
去各地出差，各种磨练才有了今天强大自信的我。当你
真正渴望一件事情的时候，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看似
不可能的工作我都能一一完成，今天我的答题是势在必
得。”站在《一站到底》的舞台上，钟钰始终保持自信的微
笑，她表示中国的女孩在国外只要努力，同样可以十分优
秀。 曾乐

知识恒久远，一站去流传

《一站到底》300期

梦工厂又出了一部佳作，目前在豆瓣电影得分 7.8
（满分 10 分）的《魔发精灵》，昨天在百丽宫举行了 LUXE
版看片，特别之处是，参加观影的都是亲子组合。

《魔发精灵》和《怪物史瑞克》由同一个团队打造，因
此，这部电影的人物形象乍看之下有点“丑”，女主角是个
大蒜鼻，而且满脸雀斑，五颜六色的头发全都朝天长。

不过，如今对于动画人物有个形容词叫“丑萌”，即：
长相不是传统审美里的好看，但内心善良、性格开朗，身
上总有闪光点，也能讨好观众，获得支持和喜爱。影片里
的精灵族永远都快乐轻松，他们唱唱跳跳，他们互相拥
抱，与不快乐的“反派”食人族形成鲜明对比。

尽管《魔发精灵》的情节对于成年观众来说显得太过
简单，但对于孩子们而言，这种色彩明艳、情节热闹的动
画喜剧，显然很对胃口。

丑是真丑，快乐也是真快乐

《魔发精灵》以“丑”取胜

曾两度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的汤姆·汉克斯主
演新片《但丁密码》10 月 28 日在北美 3576 家影院上映，
但票房不敌《黑疯婆子的万圣节》，屈居北美周末票房榜
第二。

由美国黑人男星泰勒·佩里自编自导自演的万圣节
惊悚喜剧片《黑疯婆子的万圣节》搭节日顺风车横扫北美
票房，影片上映第二个周末依旧领跑票房榜。该片周末
三天在北美获得1670万美元票房收入，较上映首周末下
滑41％。上映10天累计入账5200万美元，远超其2000
万美元的制作成本。

《但丁密码》和 2006 年电影《达·芬奇密码》及 2009
年续集《天使与魔鬼》都改编自美国作家丹·布朗的系列
小说。

《但丁密码》上映首周末赢得1500万美元票房，与两
部前作相比大为逊色。《达·芬奇密码》上映首周末收获
7700 万美元票房，《天使与魔鬼》也获得 4620 万美元。
尽管《但丁密码》的制作成本降低至7500万美元，仅为前
两部影片的一半，但北美地区惨淡的票房仍然出乎不少
业内人士的预料。

另一部值得一提的影片是迪士尼和漫威影业共同出
品的《奇异博士》。两位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提名演员本
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和切瓦特·埃加福特加盟使影片备受
期待。虽然电影尚未在北美上映，但在其他海外先行上
映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获得 8600 万美元票房。11 月 4 日
中美同步上映后该片票房有望获得大幅度提升。张超群

《但丁密码》不敌
万圣节恶搞喜剧

因为《仙剑奇侠传3》《花千骨》
等作品，霍建华被封“ 仙侠代言
人”。但在 11 月 4 日上映的电影

《捉迷藏》中，霍建华完全换了副模
样，被虐惨。霍建华和秦海璐、万
茜一同来汉，比起旁人对他美颜的
称赞，霍建华自己说他是完全不顾
形象的人。

“上仙”变“父亲”
霍建华也对“仙侠”有点腻

这几年，观众对霍建华的作品
印象停留在“仙侠类”。《捉迷藏》
很不同，它改编自韩国同名惊悚
片，导演是拍过《碧罗雪山》《青春
派》的刘杰。片中，霍建华饰演一
个父亲，为了保护妻子和女儿，他
追踪连环杀人案，与隐藏面目的
杀手搏命。

霍建华的工作重心一直在电
视，但其实早在 2004 年，他就和关
之琳合作过一部文艺片《做头》，这
部《捉迷藏》算是他重回大银幕。
和刘杰合作，搭档秦海璐、万茜，是
一个不错的选择。

霍建华也早有转型之心，“我
不想把自己只局限在一个领域，但
有时候也要看导演有没有想法来
挖掘和改变我，这一次算是缘分到

了。大家都记得我演古装，其实就
是这几年的作品，我也喜欢喜剧无
厘头等不同风格，我以前也有很多
非古装的作品。我也觉得不能每
次都演仙侠，那个已经很熟练了，
很难找到乐趣，所以我希望找到不
一样的类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乐
趣。”

之前和刘杰合作过《青春派》
的秦海璐分享，“我问过导演为什
么找他（霍建华），导演说大家对霍
建华的判断太窄了，只看到他 360
度无死角的美，没有看到他的多面
性。合作之后，我觉得导演的判断
是正确的。”

这是一部文艺的惊悚片，但霍
建华自嘲：“我没有文艺范儿，但导
演有自己的思维，让我也有了一点
文艺气息。”

从来不在意美貌
不用化妆可以多睡一会儿

网友们曾评选拥有“盛世美
颜”的男明星，霍建华位列其中。
但在《捉迷藏》里，他称不上“美男
子”，打斗戏血肉模糊，腿也瘸了。
片中饰演霍建华妻子的万茜说：

“从来没有看过华哥把自己弄得这
么狼狈”。

但霍建华自己挺高兴：“我是
一个完全不顾形象的人，大家用自
己的想法把我框住了。我不能让
大家去网上找我以前的作品是什
么样，但是作为演员，为了角色，让
我丑什么的都可以。”

他还分享了一个细节，“拍《捉
迷藏》的时候，导演对我不是很了
解，他以为我是一个很爱漂亮的

人。我们定妆以后，他说不能化
妆，男演员也不能，要素颜。他以
为我会反感，其实我很高兴。”为什
么高兴？霍建华解释，因为化妆是
一件非常耗时的事，不用化妆实在
是“太好了，我可以多睡一会儿”。

对于近年大家突然迷他的“美
颜”，霍建华有点不能理解，“我以
前也长这样啊，也有过‘小鲜肉’时

代，为什么这两年突然都在说这？
其实我以前都是不化妆的，拍古装
也不化妆，我自己是无所谓的，我
从来不在意美貌。”

避谈网络攻击
曾表示“不用理他们”

观众见面会及媒体采访环节，
主办方都提前再三重申：分享内容
仅围绕电影本身，不能问私人问
题。现场，有粉丝表示自己即将当
爸爸，想请教同样即将为人父的霍
建华相关感受，但话还未说完已经
被阻拦，霍建华笑而不言。

近期，有关霍建华和林心如的
婚姻猜测甚嚣，部分网友甚至怀疑
林心如“逼婚”，并出言攻击林心如，
话语难听。林心如工作室为此不得
不发布官方声明辟谣，但相比公布
恋情、婚讯时，林心如工作室和霍建
华工作室彼此呼应的、甜蜜的“姐
说”和“华说”，霍建华工作室并未发
言，由此引来网友更多猜测。

不过，从现场来看，霍建华为
人很腼腆，并不愿意公开谈论私人
感情问题。但他在前天的《捉迷
藏》首映活动上也出言护妻，对流
言表示“这个不用理他们了！”

黄亚婷

《捉迷藏》被虐惨，不演“仙侠”的霍建华说：

我是一个完全不顾形象的人

演出名称

舞台剧《甄嬛传》

唱响新舞台·上海京剧万里行《智取威虎山》

2016 市民音乐会·“古典也流行”旧金山弦乐
四重奏跨界演奏会

巴黎木十字男童合唱团音乐会

原创音乐剧《天使在身边》

演出院团

首演监制/田沁鑫 强力加盟/原著作者流潋紫

上海京剧院

小提琴演奏家杰米·科恩和马修·赛斯梅拉、大提琴演奏家安
德鲁·维拉、中提琴演奏家查德·卡特林格

巴黎木十字男童合唱团

马鞍山艺术剧院

演出时间

11月13日（周日）19:30

11月17-18日（周四-周五）19:30

11月19日（周六）19:30

11月25日（周五）19:30

11月29日（周二）19:30

11 月 4 日，漫威超级英雄新片
《奇异博士》将正式登陆内地影院，
开 启 备 受 影 迷 期 待 的“ 好 莱 坞
月”。《奇异博士》IMAX 片段先映
活动，片段所展现的革新性视效，
推翻了在场许多观众对漫威影片
的心理预设，表示已迫不及待地想
一睹全片真容。

《奇 异 博 士》率 先 展 示 的

IMAX 片段大致分为五段，基本呈
现了剧情的重点内容。片段一开
始展现“卷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
奇饰演的史蒂芬·史传奇医生原本
的日常生活，以及改变他人生轨迹
的那场车祸，接着史传奇与蒂尔
达·斯文顿饰演的古一法师见面，
古一让史传奇元神出窍，并让他感
知到异空间及外维度的世界。史

传奇拜入古一大师门下后，开始学
习魔法，这里展示了奇异博士的一
个重要技能：传送门。接下来两场
大战则是影片颠覆性特效的集中
展现，折叠的城市如同万花筒般展
开，奇异博士在多重维度空间里与
敌人展开追逐战，而最末香港之战
中，博士让时间逆流修复城市的画
面也令人惊叹。

在漫威宇宙中，“魔法系”一度
被粉丝指摘遭到冷落，除了雷神之
外少有存在感，奇异博士则成为在
这一疆域重点培植的对象。区别
于此前漫威影片主打的科技感，

《奇异博士》在视效上有了更多发
挥空间。借助各种奇幻魔法，观众
在展示片段中领略到万花筒般的
多重空间切换，包括被随意扭转组

合的摩天大楼以及平行世界、时空
穿梭等。虽然像城市折叠的画面
曾在《盗梦空间》中出现，《星际穿
越》中也曾展示过多重维度的时空
场景，但《奇异博士》在此基础上增
加的快速追逐等动作戏码，使得原
本具有迷幻色彩的场景，有了视觉
过山车般的体验感。

导演斯科特·德瑞克森表示：
“这部电影的一大亮点是会有一个
多小时的画面以IMAX全画幅格式
呈现，它将为观众带来完全沉浸式
的、令人眼界大开的观影体验。”据
悉，此次引进版《奇异博士》将登陆全
国 330 多家 IMAX 影院，片长与北
美一致，并将保留双彩蛋。

黄文浩

折叠城市像《盗梦空间》？

《奇异博士》还有更多花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