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继HBO宣布 《权力
的游戏》 最终季将于2019年开播
后， 昨天， 《生活大爆炸》 主演
约翰尼·盖尔克奇透露即将播出
的第12季将为该剧画上句点。

北京时间1月6日 ， HBO正
式宣布 《权力的游戏》 最后一季
将在2019年开播。 第8季即最终
季有6集， 此次只宣布了播出年
份， 没有宣布具体日期。 如今该
季正在拍摄中 。 而 2018无 “权
游 ” ， HBO会力推设想的新台
柱———同样停播了很久， 将在今
年播出第2季的 《西部世界》。

同时传出将要终结消息的美
剧还有 《生活大爆炸》。 1月7日，
在TCA 《生活大爆炸 》 的专场
上， 莱纳德的扮演者约翰尼·盖

尔克奇就网友十分关心的 《生活
大爆炸》 是否会在第12季完结回
应道： “大家讨论到完结 《生活
大爆炸》 时的态度只有一种———
等哪一天真的到来了我们会很难
过。 但我觉得目前大家都很满意
第12季作为一个完美的收官季，
然后我们就可以各回各家各找各
妈了。” 疑似承认了第12季将是
《生活大爆炸》 的完结季。

对于该消息， 大部分 《生活
大爆炸》 的忠实观众都表示十分
舍不得： “追了这么久的剧真希
望它永远不会结束。” 也有部分
网友觉得结束在第12季挺好的：
“越后面越没什么意思了， 与其
越来越烂不如趁着还没那么烂的
时候完结吧！” （艾文）

“大爆炸”“权游”将终结

本报讯 近日， 由凯瑞恩·库
萨马执导、奥斯卡影后妮可·基德
曼主演的犯罪惊悚动作片 《无间
炼狱》于美国洛杉矶开机。 片中，
这位优秀的演员突破以往的优雅
造型， 一身沧桑又帅气的打扮尽
显人物复杂性格与悲惨经历。

因在电影《时时刻刻》里的传
神表演而获封奥斯卡影后的妮
可·基德曼在过去十多年有过多
部脍炙人口的代表作， 如 《红磨
坊》《兔子洞》《牡丹花下》等, 不久
前，又凭借《大小谎言》获得美国
电视艾美奖限定剧最佳女主角。
作为好莱坞一线女星， 面对众多
电影电视项目的邀请， 妮可最终
选择突破过往形象出演犯罪片
《无间炼狱》， 正如她自己所说：
“ 我 努 力 想 要 保 持 勇 敢 和 开
放———不惧怕尝试……像21岁事
业刚起步那样尽力表演， 坚持同
自己欣赏并信任的电影人合作”。

妮可·基德曼在 《无间炼狱》
中饰演洛杉矶警局的一名警探

Erin。 她曾在年轻的时候潜入加
州沙漠地区的黑帮势力中当卧
底， 在此期间受到许多非人的折
磨， 后来不幸在一次失败的银行
抢劫任务中暴露身份， 帮派老大
也从此销声匿迹。 多年后， 该黑
势力领头人卷土重来， 行事愈发
凶残 ， 并将目标瞄准了所有银
行。 Erin则挺身而出， 发誓要将
这个当初摧毁她生活的恶魔绳之
以法。

据了解， Erin经历了身体和
精神上的双重磨难， 她需要一面
与过去的痛苦记忆作斗争， 一面
拼尽全力抓住这个黑帮恶魔。 因
而无论是从外形扮相， 亦或心理
维度来看 ， 这个角色对于演员
而 言 都是一次高难度的挑战 。
而妮可·基德曼则在片场充分展
现了奥斯卡影后的专业性， 不仅
全力配合制作方将自己的形象
“老态化”， 对于角色的揣摩也非
常到位。

（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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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资讯

导演： 杰克·卡斯丹
1月12日

■银幕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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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乔治·克鲁尼
1月12日

犯罪喜剧 《迷镇凶案》 由科
恩兄弟编剧， 乔治·克鲁尼导演，
马特·达蒙、 朱丽安·摩尔等巨星
主演。 该片故事背景设定在20世
纪50年代僻静的家乡小镇， 讲述
马特·达蒙扮演的中年男子遭遇
妻子在家中被杀害， 由此宁静的
生活被打破 ， 引发出一连串勒
索、 骗保、 偷情事件。 而对面邻
居搬来了一家黑人， 又因此打破
了整个小镇的宁静。 家庭危机和
小镇危机交织在一起， 组成 《迷
镇凶案》 的精彩故事。 影片延续
了科恩兄弟作品一贯的黑色幽默
风格， 乔治·克鲁尼对20世纪50
年代的喜爱也在片中有所表现，
导演和编剧用幽默诙谐的方式，
揭露出普通人身上人性中最好与
最坏的一面。

于彧 整理

《迷镇凶案》

《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

1995年， 奇幻冒险电影 《勇
敢者游戏》 上映， 其颠覆想象力
的画面和离奇的故事情节令观众
印象深刻， 当年更被称作 “最富
有创意的电影”。 作为重启之作，
当年的老式棋盘如今变成了电子
游戏， 故事的重心也从现实小镇
搬到了虚拟世界 。 《勇敢者游
戏： 决战丛林》 讲述四名性格迥
异的高中生意外穿越变身游戏角
色： 瘦小羞涩的斯宾塞变成了硬
汉冒险家， 高大威猛的运动员弗
里奇变成了身材迷你的龟速行李
手， 万人迷校花贝珊妮变成了中
年发福的教授， 害羞内向的学霸
玛莎变成了魅力十足的火辣女战
士。 面对丛林猛兽的袭击和邪恶
势力的追捕， 四人必须携手战胜
重重危机赢得游戏， 才能获得重
返现实的机会。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1月4
日下午， 市文联小剧场洋溢着喜
庆热烈的气氛， 从本市东城、 西
城、 朝阳、 海淀、 丰台等区选拔
出的社区居民艺术团队， 在这里
参加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艺作品展演” 活动。

2017年， 北京市文联组织主
管文艺类社团， 开展 “社会组织
文化惠民助民公益活动扶持项
目”。 活动开展一年来， 各文艺
社会组织深入街道、 社区开展各

项培训、 辅导讲座近百场， 公益
活动总计受益群众超过万人。 本
次展演活动是市文联社会组织
2017年文化惠民助民系列公益活
动的收官之笔， 也是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繁荣和助推
文艺惠民的具体行动。

今年，市文联将继续实施“社
会组织文化惠民助民公益活动扶
持项目”，届时将给广大群众带来
更多文化实惠， 促进本市群众和
社区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市文联文化惠民超万人

本报讯（记者 边磊）1月11日
至14日， 第三届钟鼓楼相声汇将
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办。

从2015年至今，“钟鼓楼相声
汇”已经连续举办三届，成为京城
相声爱好者的一个节日。 今年的
钟鼓楼相声汇同样别具特色，在
四天时间里，姜昆、常贵田、李金
斗、师胜杰、李国盛、石富宽、李伯
祥、王谦祥、李增瑞、方清平、高晓

攀等众多名家， 将为观众带来一
批精品佳作。

记者了解到， 今年的北京钟
鼓楼相声汇除了在民族文化宫大
剧院连续四晚的演出外，还将在1
月12日在北京市少年宫同时演出
“笑动四方”专场，专场将为东城
区的驻区官兵、劳动模范、文明引
导员、环卫工人、社区群众送去欢
笑和温暖。

昨晚， 由白族兄弟表演的 “古道情韵情满大理” 演唱会在798艺
术剧场举行， 这些演员大部分是来自中华民族园的职工。 演唱会中他
们表演的家乡非遗歌曲、 舞蹈让观众大饱眼福。 据了解这支由职工组
成的表演队伍， 不仅多年来得到了全总文工团舞蹈编导杨爱东的指
导， 还多次在全国和北京演唱比赛中获奖。

本报记者 周世杰 摄影报道

白族兄弟唱响古道情韵

本报讯 （记者 陈艺 ） 1月4
日至7日， 历经重组之后 “涅槃
重生” 的俄罗斯亚历山大红旗歌
舞团将亮相国家大剧院， 以5场
“铁血再燃” 音乐会拉开2018年
的巡演序幕， 在华夏大地唱响重
生战歌。

早在 2009年 ， 这个俄罗斯
“国宝级艺术团” 就曾到访大剧
院， 带来了 《卡琳卡》 《红莓花
儿开》 等一大批深受中国观众喜
爱的精彩节目。 据悉， 在国家大

剧院2017年新春演出季的排期
中， 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原本将
与中国观众再度重逢。 但是2016
年12月25日， 红旗歌舞团却不幸
因空难遭遇重大损失 ， 因此变
故。 而不负众望的是， 历经劫难
的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在短暂的
时间内迅速重组， 以崭新的面貌
重新站在舞台上。

从1952年首次访华算起， 该
歌舞团这次已经是第10次来华，
同时也是2016年空难后的首次。

俄罗斯国宝艺术团
唱响重生战歌 钟鼓楼相声汇

将为劳动者办专场

■职工文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