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据荷兰媒体26日
报道， 荷兰艺术品搜寻专家阿图
尔·布兰德经过多年努力， 寻找
到1999年在法国昂蒂布港一艘游
艇上被盗的毕加索名画 《多拉·
马尔的肖像》。

据布兰德介绍， 2015年， 他
得知一幅毕加索被盗作品流入荷
兰地下交易市场， 此后开始调查
寻找， 确认这幅画为1938年创作
完成的 《多拉·马尔的肖像》。 今
年3月 ， 受一名荷兰商人之托 ，
两名男子敲开他的门并将该画转

交给他。 布兰德已报告荷兰和法
国警方。

据估计， 这幅画自被盗以来
至少被转手十余次 。 目前该画
“品相相对完好”， 暂由当地一家
保险公司保管。

据报道， 《多拉·马尔的肖
像》 被盗时的主人、 沙特阿拉伯
的一位酋长有权索回这幅名画，
前提是支付约400万欧元 （1欧元
约合7.56元人民币 ） 的保险费 。
布兰德说， 该画目前的市场价格
约为2500万欧元。

新华社电 励志传奇剧 《重
耳传奇》 正在浙江卫视播出。 该
剧通过晋文公重耳从理想化到现
实性的转变 ， 传递他的个人情
怀、 责任与担当， 引导当下年轻
人奋发图强。

制片人赵广斌26日在京介
绍， 该剧讲述了在春秋时期时局
动荡的背景下， 一代霸主晋文公
以信治国、 以礼安邦、 以义待士
的复国传奇以及与齐姜、 骊姮、
季隗、 秦怀嬴之间荡气回肠的爱
情故事。

赵广斌说， 《重耳传奇》 着
重表现重耳从理想化到现实性的
转变： 起初还是策马奔腾的草原
男儿， 人生理想不过是用所学医
术救治疾病缠身的穷苦百姓； 历

尽万千磨难后， 已然成为胸怀天
下的晋国公子， 以造福于民的善
心选贤举能， 勇于改革旧制， 最
终开创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

赵广斌说 ， 在尊重历史人
物的基础上， 《重耳传奇》 希望
能够在对重耳一生的重要经历再
现中， 传递他的个人情怀、 责任
与担当。

该剧导演赖水清说， 重耳一
生跌宕起伏， 但即便经过无数艰
难险阻， 心中始终秉承着悲天悯
人的良善之心， 从而吸引了一批
能人异士，帮助其度过重重危机。
“通过重耳身上的纯良品性、精神
魅力和满满正能量， 引导年轻人
奋发图强，才是《重耳传奇》想要
传达的价值观。” 赖水清说。

■台前幕后

本报讯 （记者 于彧 ） 第九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市场项目
创投自2018年12月3日正式启动，
历时近四个月的初审评选， 30个
创投项目， 10个WIP制作中项目
正式出炉， 即将进入复审环节。

本届入围复审的30个创投项
目和10个WIP制作中项目从735
个项目中经过激烈角逐后脱颖而
出 。 入围的 30个创投项目为 ：
《非常母女》《童话世界》《觅迹寻
踪 》 《大船瓦良格 》 《林中野兽 》
《桃源村的美丽传说》 《城市的
另一边 》 《爸爸爸 》 《原创剧
本 》 《烈日之寒 》 《老妈失窃
记》 《志愿者》 《天使 魔鬼 受
害者》《月亮在白天升起》《我们的
秘密》《无冕之王》 《小镇上的音
乐会 》 《天才编剧 》 《北方冰
客 》 《小象历险记 》 《鸠巢少
女》 《忘年骑缘》 《恶魔不再少

年》 《驭风少年》 《致命杀机》
《嘎嘎！ 南岛队》 《何处有你的
身影 》 《一只叫薛定谔的猫 》
《初恋从四十开始》 《反光镜》。

10个WIP制 作 中 项 目 为 ：
《京剧猫： 霸王折》 《夏天只是
一天》 《芬芳》 《上升的一切》
《野犬笔录》 《炼爱》 《春风吹
过城市广场 》 《平原上的夏洛
克》 《爱情诗》 《回南天》 （排
名不分先后）。

本届北京市场项目创投初审
由六位影视专业人士组成初审评
委团， 他们分别是： 爱奇艺电影
评估服务中心总监张依诗， 腾讯
视频电影内容运营中心主编黄平
茂， 阿里影业制片人李海华， 博
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副总经理许
志湧， 北京真乐道文化制片人叶
婷， 柠萌影业制片人陈韵 （排名
不分先后）。

■周末剧场

即日起至4月14日
鼓楼西剧场

《北纬66.5°的夜》

于彧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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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至4月2日
保利剧院

《哈姆雷特》

由李六乙执导， 胡军、 濮存
昕、 卢芳、 荆浩主演的 《哈姆雷
特》 将在保利剧院上演。 在此版
本 中 ， 无 论 是 演 出 阵 容 还 是
主 创 阵容都属强强联手 ， 身处
主演团队的胡军、 濮存昕、 卢芳
也是曾经的戏剧 “铁三角”， 那
么 如 何 在 国 际 经 典 剧 目 之 上
编排出属于东方的 “哈姆雷特”
则成为了业内人士及观众所关注
的焦点。

新版 《哈姆雷特》 中， 演员
胡军将出演剧中丹麦王子哈姆雷
特这一形象， 而著名戏剧演员濮
存昕在剧中将饰演克劳狄斯和老
王鬼魂。 此前， 胡军与濮存昕这
对老朋友在林兆华执导的 《哈姆
雷特1990》 中已有过合作 ， 彼
时， 濮存昕饰演哈姆雷特， 而那
一版中的掘墓人吉尔登斯吞正是
由胡军饰演。

以上世纪八十年代为背景，
以于谦饰演的苗宛秋老师为主角
的电影 《老师·好 》 日前上映 ，
再现了那个年代的校园百态和师
生间的纯真情感。 电影上映后，
于谦收获了不少关于演技的认可
和表扬， 观影现场也有不少观众
感动落泪， 直呼看到了不一样的
于谦。 作为影片的监制及主演，
于谦表示老师们的 “身体力行，
言传身教” 让他受益匪浅， 所以
他希望通过这部影片表达 “对好
老师的一种怀念， 也希望大家能
够接受这个戏。”

以真实动人 向老师致敬

影片以1985年为故事背景 ，
片中的军用挎包、 碎花衬衫、 录
音机、 搪瓷缸……都让不少观众
回想起了那个年代的纯真与美
好。 提到上世纪80年代， 最让于
谦怀念的是 “那个时候的人的真
诚和单纯。” 于谦说， 做这部戏
的发心就是因为对电影中表现的
时代和教师行业有着特殊的情
感： “也想勾起大家对老师的敬
意， 来怀念一下老师， 也是向那
个年代的教师和同学们致敬。”

《老师·好》 在上映前， 经
历了不少城市的路演， 在此过程
中收获到的让于谦印象最深的评
价就是影片以真实见长以情感动
人。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现在想
要的， 我一直觉得真实是能够打
动人的、 让人印象深刻的。 所以
现在很多评论都说， （观众） 看
完我们这个电影， 想起他的老师
了， 我觉得这是让我们最高兴最
欣慰的一点。”

此次在电影中， 于谦出演了
一位与学生们 “斗智斗勇” 的老
师。 现实中， 于谦也是位带徒授
课的师傅， 也正因为如此， 对片
中角色的诠释和演绎也更得心应
手， “当师傅的经历对于刻画角
色有支持、 有帮助， 但是也不能
完全覆盖， 毕竟师徒关系跟师生
关系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戏外的于老师和戏里的苗老
师虽有相似的身份， 但更多的是
因学生对象的不同带来的差异，
“首先性质就不一样 。 （片中 ）
那些孩子们在学校里还没有成
年， 我们的孩子大部分已经成年
了 ， 而 且 他 是 有 兴 趣 ， 才 到
你 这 儿来学 。 所以我们的矛盾
不像 （片中） 学校师生矛盾那么
尖锐。”

电影拍完， 身为监制与主演
的于谦坦言不会再去考虑票房问
题 ， “电影是我所想表达的东
西。 我们表达出来了， 责任就完
了。 至于观众接受与不接受， 是
我们左右不了的。 我们所要做的
就是把我们的观念表达出来， 尽
量让观众能够接受。”

“人懒耳根软” 简单做艺人

在观众眼中， 于谦似乎是个
“不务正业” 的人， 说相声、 玩
摇滚、 拍电影、 开宠物乐园……
加在他身上的称号也有很多， 诸
如 “相声皇后 ” “摇滚老炮 ”
“被相声耽误的好演员”， 但于谦
自己说这些称呼他都不喜欢， 他
喜欢的称呼是 “艺人”， 就是艺
人， 不需要分门别类， 也不需要
强加身份角色， 最简单， 却也最
丰富。

虽然拍电影不是于谦的 “正
业”， 但他却真正是北京电影学
院导演系的毕业生， 不过他并不
想做一部自己的影片， “我要想
做导演早就做了 ， 只是我不想
做。 因为我觉得我性格当中没有
导演气质。 一个是耳朵根子软，
导演必须有导演的坚持。 因为要
表达你自己的东西， 而我看什么
都好， 没有自己的坚持。 再有一
个就是懒， 管事太多不行， 脑子
里装的东西多有压力。”

不想有压力，不想“活太多”，
于谦对待工作的态度就是 “没有
工作”。自称最爱 “玩” 的他， 认
为自己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就
是能把爱好当成工作”， 所以什
么都是玩， 什么都不耽误。

于谦的老搭档郭德纲曾经说
过， 每个人对喜剧和幽默的理解
和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 在于谦
看来， 这种不一样一两句话说不
清楚。 “总而言之， 生活当中不
乏喜剧， 不乏幽默。 总体来说，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只要你
把生活当中的喜剧元素提炼出
来， 用一种生活流的方式， 用一
种喜剧的结构给它表达出来， 这
就是喜剧。”

对外界而言 ， 在总是高热
度、 高话题度的德云社中， 于谦
是个云淡风轻 、 远离是非的存
在， 他直言 “这应该算是个性使
然”。 尽管郭德纲说现在应该算
是德云社最好的时候 ， 但于谦
说： “还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候，
未来会更好。” （新华）

成立于2015年的白光剧社，
一直专注于西方经典剧及版权剧
的排演， 不断为观众带来西方精
品之作， 如 《恋人》 《海达·高
布乐》 《安提戈涅》 《戈登的
手机》。

此次他们带来的《北纬66.5°的
夜》， 故事发生在一个夜晚， 两
个曾经互相许诺终生的恋人们面
临永别。 这一夜对他们来说， 如
北纬66.5°这个假想圈 ， 北寒带
与北温带的分界线， 再往前走一
步 ， 便是太阳永远直射的北极
圈， 有极昼也有极夜。 他们的爱
情将迎来极昼还是极夜呢？

我最大的幸运是
把爱好当成工作

于谦：

■娱乐资讯

北影节北京市场项目创投
初审结果公布

2200年年前前被被盗盗毕毕加加索索名名画画
在荷兰寻获

引导年轻人奋发图强
电视剧《重耳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