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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6日， 北京杜莎夫
人蜡像馆全新沉浸式情景互动体验
区———北京杜莎夫人蜡像馆时尚区
正式启幕。 当天， “电子唱作人”
尚雯婕作为首位入驻时尚区的明星
亮相北京杜莎夫人蜡像馆。 尚雯婕
表示， 时尚区里的T台和自己曾经
去过的各大秀场里的一模一样， 但
这次和以往坐在台下看秀不同的是
在北京杜莎时尚区可以变身 顶 级
超模登上T台走秀 ， 自己很荣幸
能够成为首位进驻时尚区的中国明
星， 希望自己的时尚态度可以影响
更多的人。 （新华）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记
者昨日从房山区获悉 ， 《“我 ”
从远古走来： 世界文化遗产———
周口店遗址文物特展》 近日在上
海南汇博物馆开展。

此次展 览 分 为 惊 世 发 现 、
“北京人”、 山顶洞、 科学研究、
国宝寻踪等六个单元， 展品包括
周口店遗址博物馆精选出的 “北
京人” 及山顶洞人头骨模型、 复
原像 、 各类史前动植物遗存等

143件 （组）。 通过辅助展板、 化
石展示、 多媒体演示等手段， 向
观众系统展示了周口店遗址的发
现、 发掘、 研究及化石的丢失、
寻找等内容。

为了让文物 “活” 起来， 展
览现场不仅设置了VR远古幻镜
科技展项 ， 还开展了 “模型制
作” “钻木取火” 等科普互动和
亲子活动， 并现场动态放映 《人
类进化的起源》 纪录片。

据了解， 此次 “北京人” 走
进南汇博物馆， 是今年周口店北
京人遗址管理处组织的外出展览
的第4站。 为了让远古人类文化
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和弘扬， 今
年以来展览已先后在云南省红河
州博物馆、 贵州遵义市博物馆、
上海嘉定博物馆举办， 受众群体
超过10万人次， 有效发挥了文物
资源服务社会、 教育启迪民众的
重要作用。

王
霙

■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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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彧 整理

7月6日至7月9日
大麦·超剧场

《你好，打劫！ 》

■周末剧场

7月7日至7月9日
保利剧院

《明年此时》

王霙， 著名特型演员， 曾在
多部影视剧中扮演过毛泽东。 在
第一次扮演毛泽东时， 他的造型
就被电影 《开天辟地》 导演组评
价为 “从 《毛泽东去安源》 的油
画上走下的人物”。 此后， 王霙
便踏入影视圈， 成为了一个专演
毛泽东的 “特型演员”。

王霙先后在 《井冈山》 《红
色摇篮》 《民主之澜》 等30多部
影视剧中出演了中青年毛泽东，
并因在电影 《我的长征》 中的出
色表演获得2007年中国电影金鸡
奖最佳男配角。

在电影 《血战湘江》 中， 王
霙再次出演了毛泽东。 为了拍这
部电影， 他在20天内减肥20斤。
导演陈力评价说 “没有谁能比王
霙 更 能 展 现 彼 时 毛 泽 东 的 气
质 ” 。 谈到出演这部影片的不
易， 王霙坦承， “一开始并不想
演， 因为不太自信， 无论从年龄
上还是体态上， 对我来说还是太
难了， 没有毅力这个事情是做不
到的。”

20天减掉20斤， 可算是地狱
式减肥了， 对任何人而言这都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王霙的身体
也因此受到了损伤， 但他认为这
种付出非常值得。 “因为我完成

了一部英雄史诗， 填补了我艺术
生涯的空白， 我没有演过湘江战
役时期的毛泽东。”

谈起电影拍摄艰苦过程， 王
霙感叹说 ， “天天都在炮火之
中， 比如我骑马的戏， 还不能用
替身， 就在炮火中一遍遍骑。 炸
弹 把 我 的 脸 都 炸 红 了 ， 汽 油

弹 炸 的时候我都晕了 ， 场面确
实很危险。”

王霙在银屏上已经饰演了近
60次毛泽东， 而每一次的演绎，
他都会从零开始， 在表演上不断
寻求突破和创新。 “我在表演前
不仅要读他的著作 ， 找他的资
料， 了解那个时期的背景和周围

的人物关系， 全面地去了解他的
内心成长和变化， 这些都是一个
演员的本分。”

经过几十部作品的历练和不
断积累， 王霙演绎毛泽东越来越
得心应手。 对于他而言， 做特型
演员最大的收获就是通过对角色
的演绎而获得尊重感， 同时也有
如履薄冰的谨慎感， “我演的毛
主席角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
受， 作为特型演员， 我的一言一
行都应该谦虚谨慎。 比如我在公
共场合就不能多说话， 很多时候
都躲在后面， 不能张扬。”

作为一个扮演伟人的特型演
员， 王霙多年来拒绝了很多其他
角色 ， 也拒绝了大量的广告邀
约。 但他并不会为此感到遗憾，
他说： “演毛泽东是我最大的荣
幸。” 对于王霙来说， 毛泽东是
永远演不完的， “以前演的多是
解放前的毛泽东， 以后随着年龄
增长， 我会开始演建国后的毛泽
东。 我永远也演不够！”

（欣欣）

近年来常常流连话剧舞台的
蒋雯丽又有新作品了。 话剧 《明
年此时》 邀请俄罗斯国宝级导演
尤里·伊万诺维奇·耶列明执导，
蒋雯丽、 刘钧主演。

《明年此时》 是1975年诞生
于美国百老汇的舞台剧， 1978年
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后同样成为经
典， 女演员艾伦·伯斯汀还凭此
电影获得金球奖最佳女主角。 本
次上演的舞台剧 《明年此时》 由
原作者伯纳德·斯莱德正式授权
制作演出， 这也将是该剧首登中
国舞台。

《明年此时》 的故事开始于
1951年，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座
海滨旅馆， 男女主角偶然邂逅，
之后的很多年里， 他们每一年同
一天都在这个旅馆房间里约会。
舞台上呈现的是两幕六场戏， 截
取他们约会经历中自上世纪50年
代至70年代的六个特别的日子，
当时社会背景的变迁和道德的观
念转变， 也随着二人生命历程的
离合悲欢流露出来……

《你好， 打劫！》 讲述的是
两个率真善良的劫匪、 四个麻木
淡漠的银行职员、 众多唯利是图
的皇家FBI、 无数谨小慎微的民
众偶遇、 相遇、 艳遇、 遭遇在一
个黑色的星期五下午。 于是， 他
们的焦虑和迷失、 他们的冲动和
欲望、 他们的压抑和暴戾、 他们
的叛逆和温情一一罗列、 交织、
纠结在这个黑色的星期五下午。
他们打劫了银行， 但谁又在打劫
着他们呢？ ……剧中融入了很多
贴近生活的因素， 让观众观看后
会引起很多共鸣， 该剧也通过黑
色幽默的方式深刻地揭露了社会
的层层面面， 让不同阶层的人都
能感觉到戏里面的情节仿佛就是
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事情。

演毛泽东是最大的荣幸
永远都演不够

周口店遗址文物特展走进上海

尚雯婕首入北京杜莎夫人蜡像馆时尚区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歌曲、

舞蹈、 曲艺、 乐器、 朗诵……近
日， 2017年卢沟桥乡群众文化节
开幕式暨第二届 “璀璨卢沟” 群
众文艺展演系列活动启动。

在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店的文
化广场， 附近的居民摇着蒲扇，
搬着小板凳观看演出。 卢沟桥地
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满
足群众就近、 便利地享受更多更
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需
求， 工会把握地区群众性特色文
化活动项目的定位， 选准村 （社
区）、 非公企业 （楼宇） 实际活
动的形式， 切实激发群众乐于参
与的热情， 成为覆盖村 （社区）
群众、 非公企业职工参与面最广
泛的文化活动项目。

据了解， 在未来几个月的时
间里， 卢沟桥乡将陆续组织举办
群众舞蹈大赛、 摄影大赛等群众
文化系列活动 ； 依托 “书香中
国·北京阅读季 ” 举办书香卢
沟———全民阅读系列读书活动；
还有乐动卢沟—群众体育健身系
列活动等主题突出、 特色鲜明、
丰富多彩、 健康向上的群众性系
列文化活动， 逐步把文化活动营
造成为愉悦群众身心的主阵地、
弘扬道德风尚的好平台、 贴近百
姓生活的大舞台。

本报记者 于佳 摄

工会搭台
职工献艺

《蜘蛛侠：英雄归来》斩获好评
本报讯 好莱坞科幻冒险动

作巨制 《蜘蛛侠： 英雄归来》 已
陆续在全球多个国家及地区抢先
上映。 海量的观影人潮及爆棚的
口碑热议令广大尚未看过全片的
影迷们愈加迫不及待。

本月五六两日， 电影 《蜘蛛
侠： 英雄归来》 已抢先于北美，
相继在英国、 韩国、 中国台湾、
中国香港等全球多地提前登陆当
地院线， 并取得了极为亮眼的成

绩。 截至7月4日上午九点， 该片
在韩国的预售观影人数已超过13
万 ， 占韩国预售票房的 70.6% ，
稳夺当周票房榜冠军已无悬念。
不少影迷在看过全片试映后表
示， 该片堪称 “历代最精彩、 最
优秀的搞笑代表作”；“这是最好
的蜘蛛侠”；“汤姆·赫兰德完美展
现了年轻、 充满爱及迫切英雄感
的彼得·帕克，钢铁侠和蜘蛛侠是
最佳组合”。 英国权威电影杂志

《Total Film》 为该片打出五星评
价， 并评论称： “影片诚意十足
且更像是在探讨一个少年成长过
程中的纠结与挣扎， 而非简单着
眼于主角的超级英雄身份。”

由乔·沃茨执导， 汤姆·赫兰
德、 小罗伯特·唐尼联袂出演的
好莱坞科幻冒险动作巨制 《蜘蛛
侠： 英雄归来》 将于7月7日在北
美公映， 中国内地有望引进。

（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