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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彧 整理

9月7日至9月29日
国家博物馆

赵俊生艺术展

■北京展览

即日起至9月14日
当代MOMA库布里克书店

幻想曲

《幻想曲》 是一部充满奇思
妙想和精心设计的作品， 有别于
以往的全彩风格， 本书的全部稿
件皆在牛皮纸上绘制而成， 故事
讲述了即将离开巴黎的男孩Z君
与一个女孩， 在一个美好的下午
在巴黎街头漫步， 虚幻与现实穿
插， 伴随着美妙的钢琴曲， 两人
发生了各种奇妙的事情。

本次在北京库布里克书店所
进行的 《幻想曲 》 原画展 ， 从
《幻想曲》 的原书手稿中精心挑
选出40张原画， 并且按照原画的
内容分成几个类别， 包含部分未
收录到书中的独家画稿， 让大家
能充分领略原稿的魅力。

2017年， 如果要选出一位在
演艺事业上突飞猛进的新生力
量， 迪丽热巴是不二人选。

热巴因出演都市爱情剧 《克
拉恋人》 被观众们熟知， 后来因
为出演励志剧 《我是李慧珍》 以
及玄幻剧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而名声大噪， 此后还接棒Ange鄄
lababy成为综艺节目 《奔跑吧 》
常驻嘉宾， 人气更是一路飙升。
2017年对热巴来说是收获的一
年， 她也直言不讳， “对今年的
成绩挺满意的”。

由热巴、 张彬彬主演的电视
剧 《秦时丽人明月心 》 正在热
播， 热巴介绍， 在前期准备中，
除了了解历史背景和原著作品，
她与导演、 编剧聊了很多。 她认
为， 作为角色的创造者， 编剧对
人物的把握更为准确， 更有助于

自己对角色的理解。
大女主剧可以说是当下荧屏

上最受欢迎的类型， 《秦时丽人
明月心》 正是这一题材， 大女主
剧必备的就是女主成长线和与多
位男性角色的情感线 。 与被保
护、 助成长的女主人设不同， 这
部剧在展现女主成长过程中多了
主动付出的设定， 在多情感线上
也更多地表现势均力敌的博弈。
热巴也表示， “大女主戏的走红
可能是因为现在的女性不再像以
前那么柔弱， 大家都很强大， 也
愿意看到这样的作品。”

剧中， 热巴出演的女主角公
孙丽与韩申、 荆轲、 嬴政分别有
感情纠葛。 她透露， “跟韩申的
感情更像兄妹， 跟荆轲就像每个

人都有的初恋 ， 美好却充满苦
涩， 而嬴政就像长大之后遇到的
那个人， 他让你懂得什么是爱。”

从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的
九儿到 《秦时丽人明月心》 的丽
儿， 热巴坦言在演技上有了不少
进步 ， 除了在专业知识上的填
充， 她认为自己最大的进步在于
“敢跟大家沟通角色了”， “敢于
说出自己的想法， 也敢去跟导演
切磋交流。”

所有一炮而红都绝非偶然 ，
热巴2017年的走红可以说是老板
杨幂一场完美布局的成功。 从带
着热巴、 高伟光、 张云龙等拍杂
志， 到力推他们参与到在自己主
演的作品中， 再到为他们量身定
制影视作品， 杨幂发动自己所有

的资源为旗下演员铺路， 可谓用
心良苦。 热巴更是把杨幂视为学
习的榜样， “在工作上， 幂姐像
长辈， 教我很多； 在生活上， 她
就像姐姐， 会开导我， 陪伴在我
身边。”

年初拍 《秦时丽人明月心》，
然后参加 《奔跑吧》， 再拍完了
《烈火如歌》， 整个8月都在全球
飞， 9月有很多通告， 之后马上
进组拍 《解忧杂货铺》 和 《一千
零一夜》 ……热巴的2017年忙碌
而充实地进行着。 她说， “我其
实很喜欢这种忙忙碌碌的生活。
小时候也没想过要当演员， 那会
看新闻采访到演员， 会说 ‘今年
很希望能够回家过年， 希望能有
个假期’， 我还不相信。 但是现
在自己在这个行业了， 觉得有两
三天假期真的是一种奢望。 我自
己还是喜欢忙碌一点， 但是也会
希望有假期。”

说这话的时候， 热巴使劲朝
工作人员眨了眨眼， 像个撒娇要
糖吃的小女孩， 似乎在祈求少排
点工作多留些时间休整， 而这一
切的忙碌对于在演艺圈才站稳脚
跟的她来说， 却只是刚刚开始。

（苏姗）

赵俊生被评选为当代最具学
术价值与市场潜力的 （人物） 画
家之一。

其从小随父习画， 后又进入
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接受严格的专
业训练。 1973年分配到中国美术
馆工作， 先后任展览编辑、 展览
部副主任、 画廊主任， 长达30余
年间为诸多画家策划组织了不计
其数的展览。

为工作尽心竭力的同时， 他
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 业
余时间笔耕不辍 。 从连环画起
步， 不断延展艺术探索的范畴，
并取得不俗的业绩 。 先后在美
国 、 德国 、 日本 、 韩国 、 葡萄
牙、 奥地利及香港举办过联展和
个展， 作品被国内外多家美术馆
和相关机构收藏。

展览内容囊括了连环画手
稿 、 旧京风情 、 文人画 、 佛造
像、 山水、 花鸟及现代水墨实验
等， 全方位地展现他的艺术面貌
与风格。

本报讯 针对部分明星天价
片酬的现状，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 (以下简称广电总局) 又出
新招。 近日， 广电总局、 发展改
革委、 财政部、 商务部、 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五部委联合下
发了 《关于支持电视剧繁荣发展
若干政策的通知》。

通知指出， 要建立和完善科
学合理的电视剧投入、分配机制。
充分尊重和鼓励原创，在投入和
分配上体现创意和知识的价值。

此外， 行业组织出台电视剧
成本配置比例指导意见， 引导制
作企业合理安排电视剧投入成本
结构， 优化片酬分配机制。 规范
购播和宣传行为， 维护行业健康
发展， 严禁播出机构以明星为唯
一议价标准。 综艺节目、 网络剧
参照电视剧的规定执行。

业界普遍认为， 这是有关部
门对于遏制明星天价片酬又放的
一个 “大招”。

著名编剧汪海林分析称， 严
禁播出机构以明星为唯一议价标
准， 说明了相关部门已经认识到
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他透露， 从几大卫视近期曝
光的2017-2018新片单来看， 大
多依旧主打明星阵容，“《通知》里
提到要鼓励原创， 但卫视还是热
衷于 IP， 即使当下不少架空剧 、
戏说剧都失败的情况下， 热门IP
还是被大量购买， 这是不对的。
所以这次的 《通知》 对卫视的购
片部门来说或许有一些改变”。

“现在超一线明星和其他主
创的片酬差距可以说是达到历史
最大 。 ” 汪海林回忆 ， 电视剧
《铁齿铜牙纪晓岚》 第一部的时
候， 三个主演每集的片酬和编剧
一样， “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一些
影视剧的主演会拿到上亿的片

酬， 是同级别导演或编剧5到10
倍的价格”。

事实上， 官方表态要遏制明
星的天价片酬并不是第一次发
声。 2016年， 广电总局党组发布
了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 通
报要求指导行业协会联合大型影
视公司抓紧制订抵制 “天价” 片
酬的行业自律公约 。 另外还提
到， 即将下发通知， 要求各级电
视播出机构在电视剧购播过程中
不得指定演员、 不得以明星大腕
作为论价标准， 在电视剧宣传工
作中不得对明星进行过度炒作。

当时， 央视新闻频道在 “演
员天价片酬” 专题中， 指出演员
天价片酬为影视制作的其他环节
带来巨大的风险和压力， 不仅提
到 《如懿传》 的霍建华和周迅共
拿走1.5亿元片酬 ， 还点名批评
《致青春2》 《幻城》 等片的天价
演员无法拯救本身质量不高的影
视剧。

在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
心主任、 电视评论委员会主任尹
鸿看来， 《关于支持电视剧繁荣
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可以加速
影视行业供需关系的平衡。

“明星天价片酬不符合产业
发展的根本规律， 会对整个产业
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尹鸿指
出， 演员片酬过高， 会让拍摄经
费的比例严重失调， 也会降低影
视作品的质量， 同时引发明星攀
比的不良现状， “一些作品不去
选择最合适的演员， 而是过度依
赖明星”。

不过， 尹鸿也提到， 当下观
众和市场日趋成熟， “现在观众
的选择一定是好作品而不是大明
星， 另外一些企业也意识到要抓
紧培养新的人才来改善紧张的供
需关系”。 （中新）

明星“天价片酬”现象
有望被遏制

一一切切才才刚刚刚刚开开始始

本报讯 近日 ， 甄子丹参加
电影 《追龙》 发布会时表示， 不
想再演反派， 称这是最后一次出
演反面角色。

“大家知道我拍戏有一个宗
旨 ， 就 是 希 望 能 够 在 我 的 电
影 里 面传递一些正能量 ， 比如
《叶问》 那些电影， 突然间你要
我 演 这 个 反 派 角 色 ， 我 是 孩
子 的 爸爸 ， 我怎么跟我孩子还
有他的同学说呢 ？” 甄子丹说 ，

身为演员必须要有新鲜感 ， 但
《追龙》 拍得很沉重， 而且属于
反面教材， 他不打算让小孩看这
部戏。

有人提到 《新龙门客栈》 他
就演过反派， 甄子丹解释： “我
不认为那个角色是真正的反派。
在古装的世界里什么都可以。 这
（《追龙》） 是我最后一次演这种
角色。”

（艾文）

甄子丹称不想再演反派

本报讯 （记者 高铭 ） 改编
自小说 《杀戒》 的抗战传奇电视
剧 《烈火刀影》 将于9月7日登陆
北京影视频道。 该剧由钱泳辰、
何泓姗、 霍政谚、 吴佳尼、 徐海
为等实力演员加盟， 剧中集合了
谍战、 复仇、 寻宝等多种元素，
讲述了一段热血飞扬的青春抗战
传奇。

剧中角色多样 ， 有神秘刀
客、 爱国学生、 军统特工、 汉奸
叛徒等等。 其中， 青年演员吴佳
尼化身多重身份女特工， 表面是
《申报》 记者， 实际是军统间谍，
采访中， 吴佳尼表示： “伊敏这
个角色很吸引我， 她外表柔弱，
内心刚毅， 很像现实生活中的自
己。” 吴佳尼透露， 自己以前演
过很多古装剧和生活剧， 也塑造
过很多活泼的、 任性的、 柔弱的
人物角色， 但那些 “只是自己的
一小面”， 所以遇到伊敏这种外
柔内刚的角色， 自己也觉得跃跃
欲试。

《烈火刀影》
北京影视频道明日开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