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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郦亮 上海非物质

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日前走进华东

理工大学。与首场的古琴艺术不同，

这次带来的是京剧展演。活动分为静

态展示和互动展演两部分。在静态展

示部分，30余块精心设计制作的图文

展板安放在华理逸夫楼大厅，向学生

们逐一讲述京剧的起源与形成、艺术

特点、行头、脸谱、乐队、经典剧目、行

当等内容；互动展演部分，上海著名

京剧编剧、学者黎中城先生为师生们

主讲京剧普及课，其间穿插互动演

出，上海京剧院的青年演员们为观众

依次呈现了《 报灯名》、《 下山》、

《 坐宫》、《 赤桑镇》、《 徐策跑城》等

5个京剧经典折子戏。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 报 讯 电影界将201 5年冠以

“ 科幻年”的名头。这一年，《 星球大战

7》、《 复仇者联盟2》等好莱坞科幻大片

将纷纷进入中国。昨天，3D奇幻动作电

影《 一万年以后》，宣布定档3月27日，

以“ 开年神作”的高姿态迎战好莱坞。

想象力
从片方公布的最新海报及预告

中，可见到诸多返璞归真的部落景

象，万物共生、朝气蓬勃。片方表示，

画面形成巨大视觉冲击昭示着《 一

万年以后 》 影 片 中 所 蕴 含 的 价 值

观———必须要跳出传统科幻奇幻故

事的桎梏，才能塑造不可思议的未

来世界。

在如此庞大的故事格局下，角色

个性是否丰满便成为了观众最在意

的元素之一。《 一万年以后》既没有

美式人气超级英雄，亦没有家喻户晓

的传奇角色，将角色原型范围锁定在

中国西域，是极具冒险的创作。而主

创将几大部落、各种族角色放入一部

电影故事中共存，将东方文明与奇幻

融会贯通，谱写暴力美学。

科幻特效
由于迥异于一般科幻片的想象力，

所以在科幻特效的制作上，也充满了哲

理———影片针对“ 现代文明即为未来

的博物馆” 价值观，进行了反复的探

讨。片方说，当现在的我们回过头看去，

看到的是亚里士多德、达·芬奇、王尔

德、柴可夫斯基、梵高⋯⋯“ 而当一万

年后的物种回过头看去，却看到的或许

是神、是图腾、是异于常人的定义”。

而宏大的世界观，还将通过史诗

级的战争场面来呈现，主创称，有信

心满足“ 对幻想作品胃口越来越大、

追求个性的年轻人”。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已经开过两

百多场个人演唱会的周华健，即将于

5月2日登陆上海奔驰文化中心开唱，

而本轮名为“ 今天唱什么”的巡回演

唱会，已于上周末在台北小巨蛋展

开。这位众所周知的“ 忘词大王”，在

豪迈地将巡演主题定位成“ 点唱”

后，竟然遭遇了史上最少的提词机！

这次巡演最大的亮点就是，让歌

迷点歌，“ 现抽现唱”，观众入场后，

人手一张“ 万众点歌单”。但周华健

说，他最紧张的就是这个，因为完全

无从准备，历年来五十多张专辑的歌

根本不可能背完歌词。他用提词器早

已是“ 公开的秘密”，这次他干脆坦

然把找歌词档案的计算机画面，秀到

了大屏幕上，让观众颇觉有趣。

2015是电影科幻年？

中国如何接招科幻大片侵袭

周华健巡演开场

本 报 讯 记 者 陈 宏 被 称 为

“ 201 5最受期待玄幻神话偶像剧”的

《 山海经之赤影传说》，经过在横店

近三个月的紧张拍摄，全剧已进入扫

尾阶段。霸道总裁张翰首次挑战古装

神话剧，变身双面王子，亦正亦邪颠

覆演出，成为该剧的一大亮点，而他

的戏杀青后，他笑称自己爱上了这个

“ 人格分裂”的角色。

剧中，张翰饰演的赤羽是青丘国

的王子、朱雀七大星宿之一，自幼背

负弑父预言从而流落世间。除了饰演

朱雀星宿赤羽，他还颠覆出演青龙星

宿中邪魅纠结的心月狐。对立的人物

性格，复杂的身世背景，虐心的情感

线索，邪魅的妆容造型，这对他而言

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

张翰爱上“ 人格分裂”

非遗走进华东理工

文娱速递

本报讯 见习记者 王璐 昨日，

有报道称，青年歌手、好声音人气歌

手姚贝娜因乳腺癌恶化已进入北京

大学深圳医院ICU病房抢救。

随即，青年报记者向该消息发布

者深圳晚报记者证实，相关报道情况

属实。据该报记者描述，姚贝娜自去

年1 2月26日入住该院后，病情忽然恶

化，经诊断发现癌细胞已经转入大脑

和肺部，至截稿时情况不太乐观。目

前已经送入ICU病房抢救。

实际上，姚贝娜病重传闻已流传

一段时间。在去年1 1月27日，姚贝娜曾

在微博自曝卧床1 个月，肺部生病。而

自此之后，姚贝娜近一个月都未更新

微博，随后就屡有其病重的消息传出。

甚至在1 月8日晚，有网友在微博上称

姚贝娜已经去世，随后姚贝娜经纪人

不得不在朋友圈做出澄清。而姚贝娜

本人也更新了自己的朋友圈，并感谢

在微博上为她打气的众多网友。

姚贝娜乳腺癌病重

好莱坞男星克里斯·派恩（ 左）等嘉宾昨日在现场宣布本届奥斯卡影帝入围者。

●最佳影片
《 美国狙击手》、《 少年时代》、《 鸟人》、

《 模仿游戏》、《 布达佩斯大饭店》、《 塞

尔玛》、《 万物理论》、《 爆裂鼓手》
●最佳导演
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

《 鸟人》

理查德·林克莱特/《 少年时代》

韦斯·安德森/《 布达佩斯大饭店》

贝尼特·米勒/《 狐狸捕手》

莫滕·泰杜姆/《 模仿游戏》
●最佳男主角
埃迪·雷德梅恩/《 万物理论》

迈克尔·基顿/《 鸟人》

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 模仿游戏》

布莱德利·库柏/《 美国狙击手》

史蒂夫·卡瑞尔/《 狐狸捕手》
●最佳女主角
朱丽安·摩尔/《 依然爱丽丝》

菲丽西提·琼斯/《 万物理论》

罗萨蒙德·派克/《 消失的爱人》

瑞茜·薇瑟斯彭/《 徒步荒野》

玛丽昂·歌迪亚/《 两天一夜》

青年报记者 张逸麟

本报讯 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提

名名单从北京时间昨晚9点半开始陆

续出炉，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主

席伊萨克斯携手去年最佳导演阿方

索·卡隆、《 星球大战7：原力觉醒》的

导演J·J·艾布拉姆斯，以及《 星际迷

航》“ 舰长”克里斯·派恩一同公布了

入围各个奖项的提名名单，《 鸟人》

与《 少年时代》的交锋将异常激烈。

此前的金球奖中，《 少年时代》

拿下剧情类最佳影片，而《 鸟人》却

在喜剧/音乐类最佳影片的争夺中不

敌《 布达佩斯大饭店》，可以说是落

于下风，但在奥斯卡提名中，《 鸟人》

却打了个翻身仗，获得了包括最佳影

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最佳男女配

角等9项提名，《 少年时代》 也有6项

提名，而两部夺奖大热门将在最佳影

片、最佳导演、最佳男女配角和最佳

原创剧本5个战场直面交锋。

最佳导演提名方面，《 狐狸捕

手》 的导演贝尼特·米勒是唯一一位

非最佳影片提名片的导演。

最佳男女主角的提名中皆有冷门

出现。2008年的奥斯卡影后玛丽昂·歌

迪亚此次完成逆袭，凭借《 两天一夜》

和《 移民》两部影片中的表演入围提

名，其中她在《 两天一夜》中饰演一位

两个孩子的落魄母亲，其演出颇受好

评。而艾米·亚当斯和珍妮弗·安妮斯

顿无缘奥斯卡提名，几天前艾米·亚当

斯夺得金球奖影后，此次出局算是不

小的冷门。当然影后的争夺中，朱丽

安·摩尔的优势依然明显。

布莱德利·库柏则继续获得奥斯

卡宠爱，连续第三年获得提名，不过这

次凭借《 美国狙击手》提名影帝也算

是个冷门，他挤掉了此前呼声颇高的

杰克·吉伦哈尔。今年奥斯卡影帝的争

夺可能会延续金球奖的走势，卷福与

小雀斑将继续比拼，当然《 鸟人》的老

戏骨迈克尔·基顿同样不容忽视。

最佳女配角方面，劳拉·邓恩凭

借《 走出荒野》中的出色表演时隔23

年后再获奥斯卡提名，并挤掉了在

《 至暴之年》中表现出色的劳模姐杰

西卡·查斯坦，常青树梅姨则依靠《 魔

法黑森林》继续获得提名。

第87届奥斯卡提名昨揭晓《 鸟人》9项领跑

玛丽昂“ 空降”影后角逐
[主要提名名单]

主创人员的信心来源于想象力
和科幻特效的准确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