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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讯 16日，第十九届金鸡百
花电影节闭幕式将在江苏江阴举行，
第三十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也将同时揭
晓。
赵薇凭借在《花木兰》中出色表现
获得最佳女主角奖。

陈坤凭借电影《画皮》，
以一票之差 最佳导演奖!冯小刚&非诚勿扰'
险胜张国立，
获得最佳男主角奖。 钟欣 最佳男配角!苏有朋&风声'
最 佳 女 配 角 ! 王 嘉 & 惊 天 动 地 》、许 晴
获奖名单
最佳故事片!&建国大业'
优秀故事片!&花木兰'&惊天动地'

&建国大业'
最佳 新人 奖!徐 箭&惊 天 动地 '
终身成就奖!于洋(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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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凋落
第 !" 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在江阴闭幕!本届电影节颁出两年一度的"百花奖#$ "金
鸡百花%转战一个县级市!但却是该电影节史上最不差钱的一次!有超过 #$$$ 万的赞
助$ 尽管如此!本届电影节却依然星光暗淡!而未设编剧奖又遭遇了重重质疑$ 这一切
让人禁不住感叹!作为内地最重要的电影节金鸡百花如今已经彻底沦为鸡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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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梅隆有望执导
朱丽版埃及艳后

据《扬子晚报》报道，此届金鸡百
花电影节的举办经费没有用财政一分
钱，而是来自于 89家企业 “捐献”的
5500万元，堪称史上最贵。不仅如此，
这届电影节明星的待遇可谓超好，不论
大大小小的明星只要来都有五星级酒
店住。另外，这次电影节赞助的车辆也
很上档次，共有 30辆宝马 750i
，
20辆
新款奥迪 A5，其中 3辆是敞篷轿跑车，
还有 60辆商务车。
虽说规模宏大，但却很难吸引大批

本 报 讯 最近有传詹姆斯·卡梅
隆将和索尼公司合作，执导由安吉
丽娜·朱丽主演的 3D版《新埃及艳
后》。这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这部影
片就是根据斯泰茜·西弗所著传记
《克丽奥佩特拉：一生》改编的。
目 前 影 片 的 剧 本 已 经 由 Br
an
Hel
gel
and创作完成，索尼娱乐公司
联合主席 AmyPas
cal对剧本非常
满意，称将把它拍摄成史诗级的电
胡平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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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樱和烟台孩子见面
2abcdefghi
本 报 讯 "!"# 记 者 文’为什么写得这么好？” 乎可以把书城包围起来，
让
邵 壮 # 昨日上午 9时，在市 “ 书 中 的 马 小 跳 是 真 人 人不禁感叹杨红樱对孩子

青少年宫多功能厅，著名儿
童文学作家杨红樱受新华
书店邀请，在这里举办小读
者见面会，200名烟台晚报
小记者获邀参加，并现场对
杨红樱进行了互动式的采
访。在之后的签名售书活动
中，上千名烟台小读者排队
等待签名，
场面壮观。
小读者见面会上，杨红
樱在简单的发言之后，便开
始接受晚报小记者的 “采
访”。小记者们的问题可谓
五 花 八 门——
—“ 您 的 ‘ 作

吗？”这些充满了童趣又不
乏智慧的提问把杨红樱逗
得直乐。杨红樱也不愧为国
内最受欢迎的儿童文学作
家，所有回答都被“翻译”
成孩子式的语言，同样让小
记者们开心不已。最后，杨
红樱还寄语小读者：
“只要
有一双会发现的眼睛，有一
颗容易感动的心，就会写出
好文章。”之后在南大街购
书中心门前举行的签名售
书活动中，上千名烟台小读
者排队等待，长长的队伍几

的巨大吸引力。
另外，由烟台晚报、明
天出版社及烟台市新华书
店共同举办的“用幸福的笑
脸为城市添彩”烟台市小学
生摄影大赛正式启动。此次
摄影大赛面向全市少年儿
童举行。孩子们，拿起手中
的相机，寻找发现校园里最
动人的笑脸吧。小选手可以
用简单的文字叙述笑脸背
后的故事以及自己的感受，
然后和照片一起发至邮箱：
xi
aol
i
anyant
ai
@163.
c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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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伊 不会
忍受文章出轨
本 报 讯 因在 《奋斗》
中出演夏琳一角而被大众
熟知的演员马伊 近日做
客《凤凰网·非常道》，与老
朋友何东大谈婚姻爱情观。
自从与比自己小八岁的演
员文章结婚生女后，马伊
承受了巨大的公众压力。她
表示自己“为家妥协程度不
可想象，
但属心甘情愿”；当
谈到婚姻如何保鲜时，快人
快语的马伊 抛出“爱情不
可能让婚姻保鲜”，并表示
不能忍受对方行为出轨。
《奋斗》里马伊 将一

明星的关注，虽然江阴这次投入了 5000
多万来办电影节，但电影氛围的积累有
限，所以很多明星和剧组都觉得不太方
便。
对于这种尴尬，
《羊城晚报》发表了
一篇名为 《章子怡成了百花奖的救命稻
草》的评论文章，
文章尖锐地指出“国内
电影奖项，
说沦为鸡肋，
略显刻薄，
但确属
实情。章子怡答应出席百花奖颁奖礼，
被
当成了一个重要信息，隆而重之地发布，
真是让人悲哀。”

位个性独立，对爱理智的都
市女青年夏琳诠释得入木
三分。在节目现场，面对主
持人何东的“拷问”，她表
示自己在结婚之前的确就
像夏琳一样，但结婚后变得
开始学会妥协。“她是一个
非常有主意，非常直接、非
常有原则的人，用北京话
说，有一些各色；我结婚以
后，不是《奋斗》里面夏琳
的那样一个状态了，改变
了，所以我不知道，夏琳结
婚以后，生孩子以后会怎么
样。”结婚生女之后，
马伊

不仅继续拍戏做演员，还需
要承担起照顾女儿的责任，
相比丈夫文章，马伊 表示
自己为家庭牺牲妥协的程
度远远大于另一半，并肯定
说这样的牺牲程度不是“每
个女人能做到的”。
相比《奋斗》时的未婚
状态，马伊 表示对婚姻有
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而针对
婚姻中容易出现的例如出轨
等危机问题，一贯理智的马
伊 表示，
“我宁愿这个男人
是精神出轨，而不能接受他
童立
行为出轨”。

然而，除了明星的缺席外，对于不 奖完全是由普通观众做评委，绝大多数
设置最佳编剧奖一事也让金鸡百花奖 并非专业人士，因此设置编剧、摄影、美
备受质疑。近日，包括《建国大业》编剧 术、音乐等专业奖项存在困难。但编剧
“第一届百花奖有最佳
王兴东在内的几位编剧在网上联合发 们不这么认为：
表文章 《百花奖没有理由排斥对编剧 编剧奖，通过评奖检验了观众认同人物
的奖励》，称本届百花奖 “集资 5000 创新、感知影片叙事的能力。说观众不
万、花大钱、造大势，并用大势造成一个 懂剧本等都是谎言和借口。”
本届电影节组委会主任、中国电影
规范——
——
—中国电影根本就不需要编
剧”。王兴东还言辞激烈地炮轰：
“这是 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康健民在
一次集体的忘恩负义，一个业界的过河 采访中表示“增设一个奖是很难，报批
拆桥，一次违背科学发展观的评价，一 需要一个过程”，更声称阻力来自于
“上级，我的上级”。最后康健民透露，
次对百花奖历史的背叛！”
事实上，最初几届的百花奖是有 已向组委会打了相关报告，但需要一个
下一届有望恢复。 张曦
编剧奖的，但后来被取消，理由是百花 审批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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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洁
已厌倦
清纯形象
本报讯 从最清纯的 “谋女郎”到
80后“明星妈妈”，
时光已经在董洁身上
划过了十年的痕迹。接受记者采访时，
董
洁直言自己是个不能没有工作的女人，
而
出道以来一直保持的清纯银幕形象已经
令她感到厌倦，
直言不介意拍激情戏。
董洁说：
“一直以来我总是演清纯
玉女的角色，
现在我想是时候转变一下
了。新剧《请你原谅我》是一个开始，
剧
中梅果这个人物其实是一个神经病
患者，有特别强的占有欲，她的性格
也特别坎坷，从仇恨到爱情再到
报复，非常极致。
但同时她也有很
可爱能打动男人
的一面，这个角色
复杂在让人爱恨交加，爆发点上跟我以
前的角色有很大区别。”
那么董洁是不是已经厌倦了清一色
的清纯形象？会不会想通过扮丑或坏人
来挑战自己？董洁直言：
“对。人总是有

正有邪，
有起伏，
会想尝试以前没有做过
的事情。我会想尝试很开朗、
很活泼的角
色，
不带条条框框去演戏。”董洁还告诉
记者，
如果遇到特别好的角色，哪怕是激
情戏也愿意尝试一下。 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