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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电影节闭幕

金鸡百花电影节昨晚闭幕

陈坤赵薇分封帝后

中国两导演获奖
本 报 讯 为期 9天的第 15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昨晚
闭幕，中国年轻导演路阳执导的《盲人电影院》和郭恒
奇执导的《新堡》分别获得最受观众欢迎大奖以及釜山
电影节研讨会大奖。当晚也成为釜山电影节主席金东虎
的告别之夜，从下届电影节起，他将不再担任釜山电影
节主席一职。
本届电影节于 !" 月 # 日开幕! 在 $ 天时间里共展
映了来自 %# 个国家和地区的 &"% 部影片" 本届电影节
的开幕影片为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的 #山楂树之
恋$% 韩国&泰国&日本导演联合执导拍摄的'山茶花$作
为闭幕电影在 !' 日的闭幕式上播放"

我市将举办
文艺创作奖评奖活动

赵 薇 和 陈 坤 一 起 亲吻奖杯"

章子怡也应邀出席颁奖典礼"

10月 16日晚，第 19届金鸡百花电影节闭幕式
冯小刚最佳导演奖三连冠
赵薇获影后哭成熊猫眼
暨第 3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 江 阴 市 山
曾经凭借《天地英雄》获得百花奖提名的赵薇终
前年和去年，冯小刚凭借《集结号》分别获得了
湾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建国大业》获得最佳故事
片奖，
《花木兰》《惊天动地》获得最受欢迎故事片 于凭借在《花木兰》中的表演获得了百花奖影后的桂 百花奖和金鸡奖最佳导演奖，今年他再度以《非诚勿
完成了最佳导演奖的三连冠。
奖，赵薇、陈坤分别获得影帝影后桂冠，冯小刚则凭 冠，她是以 66票的高票当选。看到评奖结果的赵薇马 扰》蝉联桂冠，
冯小刚上台感谢了舒淇，
“谢谢你来给 《非诚勿
借《非诚勿扰》获得了金鸡百花电 影节的三连冠， 上哭了出来，浓重的眼影让她变成熊猫眼了。赵薇激
“投票很残酷，我要感谢星光传媒，投资了 扰》捧场，
如果没有舒淇和葛优的精彩演出，我们不能
苏有朋获得最佳男配角奖，最佳女配角由王嘉、许 动地说：
5亿的票房，我觉得你和葛优
晴并列获得，最佳新人奖归属徐箭，于洋、田华获终 《花木兰》，这是非常勇敢的举措，我也很荣幸扮演这 以那么小的投资获得 3.
101位大众评委中的代表就 都赢得了口碑，
谢谢所有的观众。”
身成就奖。据悉，下届主办城市确定为安徽省合肥 个人物。”赵薇刚刚说完，
冯小刚还调侃了老友，
在影帝角逐中输给陈坤的张
市。
给赵薇递上了纸巾，
赵薇感动地表示，
“感谢观众。”
国立，
“你说为陈坤得奖高兴不是实话，陈坤得奖你不
《建国大业》获最佳影片
影帝陈坤连连道谢
高兴那才是很人性的事儿，所以你人性和奖杯都丢掉
《建国大业》获得第 3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
在影帝的争夺中，陈坤以一票的优势击败了张 了。”
故事片奖，而《花木兰》《惊天动地》则获得最受欢迎 国立，上台之后的陈坤还表示有点紧张，
“电影 100
苏有朋意外获奖受惊吓
故事片奖。《花木兰》导演马楚成表示，感谢观众的支 多年了，很多的艺术家前仆后继，我是沧海一粟。我
持。《惊天动地》王珈表示，感谢 22万支持这部电影 们现在还年轻，希望在未来做得好一点。感谢评委、
获得最佳男配角奖的苏有朋领奖后喜极而泣，苏有
的观众，感谢抗震救灾中做出英雄壮举的我军官兵。 大众评委，感谢老师、朋友，感谢家人母亲，兄弟姐 朋表示，
“我被惊吓到了，
太意外了，
没有心理准备。”他
《建国大业》导演黄建新说，这是一部特殊的电影，仅 妹。”最后陈坤还特别感谢了自己 8岁的儿子，陈坤 坦言，
作为一个出道被划分为偶像派的艺人，
能够走上这
“相信爸爸可以获奖。”这一次 个舞台，
要非常努力，
非常不容易。主持人陶晶莹打趣说，
靠自己肯定完成不了。感谢历史，
感谢历史中的伟人。 表示之前儿子就说，
“苏有朋获奖，
证明了他比冯远征还要娘。” 王玉年
他的话终于应验了。

本报讯（!"# 记者 林靖凯 ）近日记者获悉，
为全面检
阅我市文艺创作成果，
促进精神产品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
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文联牵头组织的第十一届烟台文艺
创作奖评奖活动，
已于 10月份拉开帷幕，
现已开始申报。
烟台市文艺创作奖为市级政府奖。本次评奖共设文学、
戏剧（含小品）、
音乐、
舞蹈、
美术、
书法、
摄影、
民间文艺、
民
间文学、
电影、
广播文艺、
电视文艺（含电视剧本）、
曲艺 13
个门类。凡属我市专业、
业余作者于 2007年 6月至 2009
年 12月间发表、出版、公演、播出、展出的作品（除在此期
间获市级以上“精品工程”奖的作品）均可参评。
本届烟台文艺创作奖评奖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文联，
电话 6644409、
6691977

米勒回归荧屏
演$斯巴达克斯%

本 报 讯 《越狱》主演温特沃斯·米勒近日表示有兴
趣参演 St
ar
z电视台的热播美剧《斯巴达克斯：血与沙》，
接替因身患癌症而退出的前主演安迪·霍特菲尔德。
《斯巴达克斯：血与沙》前主演霍特菲尔德今年年初
被诊断出身患非霍奇金淋巴瘤，经过一个疗程的治疗之
后并没有明显好转，在医生的建议下已经退出剧组继续
治疗。St
ar
z电视台一边寻找合适的替代者，一边也在拍
摄该剧的前传《斯巴达克斯：
竞技场之神》。温特沃斯·米
勒在出演《越狱》之后一炮走红，在美国甚至全世界都拥
有相当数量的粉丝。但在 2009年《越狱》大结局之后，
米
勒却渐渐淡出了电视荧屏，仅仅客串出演过 《法律与秩
序：
特殊受害者》一部美剧。
St
ar
z电视台和《斯巴达克斯：血与沙》目前仍未对
米勒的声明作出回应，但这次声明无疑是一个不错的信
号：
“文身哥”准备好回归电视荧屏了！

王栎鑫!别把我当"快男#
在 15日晚上的天王天后演唱会上，王栎鑫调皮地
反戴帽子，以酷似陈冠希的造型亮相，狂飙海豚音，令
现场的粉丝疯狂尖叫。在演出开始之前，
本报记者在其
下榻的酒店对其进行了独家专访。王栎鑫表示，
希望大
家忘记他的“快男”身份，只要记住他是歌手就好，并
为《烟台日报》送上祝福，
“祝烟台日报越办越好”！

上初中时便是海豚音

他由衷地感受到了栎迷体贴细微的关爱。
与此同时，
王栎鑫也坦言，
自己希望得到那种比较轻
松、
能够接受可以承受的爱，
他不要歌迷把他不能够承
受，
在他们承受之外的东西给自己。
他希望与栎迷的关系
永远是非常和谐、
轻松的。“我现在和粉丝关系特别好，
希望他们更加了解和支持我，
不喜欢关系弄得很生疏的
感觉。”王栎鑫如是说。 !"# 记者 夏丹 摄影报道

众所周知，海豚音并不是苦练就能成功的，需要
一定的天赋，王栎鑫到底是怎么练成的呢？王栎鑫表
示：
“自己从小就很喜欢音乐，而且一直高音都很棒。
大概在初中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维塔斯，
同学们都起
哄要他试试，
从那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
王栎鑫说，自己喜欢的歌曲是歌词比较大气，能
够释放自己声音的能量，有爆发力那种感觉，可能还有
很多音没有唱出来，有一些歌曲是很可爱的，
但是没有
特别好。他表示今后还会不断尝试很多各个曲风的，
慢慢一步步走，现在是歌迷想听什么歌曲的时间，有的
歌迷想听这样的，有的想听那样的，等稳定以后，自己
会决定自己想唱什么歌曲，歌迷就会听自己想唱什么
歌曲。与此同时，王栎鑫表示他会一步一步让歌迷接
受他自己的风格，他想要的歌曲的风格。

最爱的是音乐
去年以来，除了音乐外，
王栎鑫还积极向其他方面
发展。除了主持的工作，他参与了广播剧和电影、电视
的拍摄。但王栎鑫表示自己的多元化发展，只是为了
适应市场，
为了自己能更好的发展只能商业化，
其实自
己最爱的还是音乐，而自己的终极目标就是在有朝一
日从乐坛退下来的时候没有遗憾。
对于外界称帅气的王栎鑫与陈冠希外形相似的
说法，王栎鑫表示，自己不会步陈冠希后尘拍摄“不雅
照”。但是访谈中栎鑫还是肯定了陈冠希在表演和音
乐等领域的才华。
王栎鑫坦言，自己将来的工作重心仍是音乐，
“最
理想的状态就是每年发行一张专辑，若有空闲时间，
再
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但这毕竟只是理想，
现实告诉
王栎鑫，出唱片并不赚钱，
所以公司放慢了发专辑的脚
步。
2008年，王栎鑫发行了个人第一张专辑，他目前
正在闭门创作，争取在下一张专辑中让栎迷们看到更
多的有“王栎鑫制造”的音乐。而王栎鑫也深知目前
的状况，不过他对市场看得很透，
“即便是周杰伦，他
的唱片也未必能收回成本。我希望能淡化自己选秀选
手的身份，
让大家只记住我是一个歌手。”

栎迷体贴无比感动
对于拥有 60万粉丝的王栎鑫，他表示，自己承受
了他们给予太多的爱，仿佛被泡在了蜜罐子里。
“我 2008年来过一次烟台，歌迷们非常热情地为
我准备了礼物。”王栎鑫称，这次来烟台，许多歌迷还
为自己准备了鲅鱼饺子、烟台苹果和鱿鱼丝，
这些都让
!"# 记者 初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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