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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届柏林电影节已经开幕两天

多，主竞赛单元中的《布达佩斯大饭店》

（开幕片）《71》《杰克》《敌人之路》率

先亮相，陈果导演的华语片《那夜凌晨，

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在全

景单元亮相，韩国导演奉俊昊的《雪国

列车》则在论坛单元展映，还有奥斯卡

10项提名的大热门《美国骗局》也作了

特别展映。还有电影节的电影市场，海报

展台都已经全线开张，《归来》等华语片

都已经正式借这个平台出售国际版权。

贝尔“骗局”造型让人惊讶

特别展映的《美国骗局》是本届奥

斯卡夺奖大热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讲

述上世纪80年代美国FBI求助一位行骗

高手（克里斯蒂安·贝尔饰）打入国会内

部揭发腐败的故事。 昨日一干主创特意

飞柏林为影片造势。 导演大卫·O·拉塞

尔， 主演克里斯蒂安·贝尔和布莱德利·

库珀亮相发布会。 当被记者吐槽片中啤

酒肚、地中海发型的邋遢造型时，贝尔十

分开心， 他表示是为了突破演出刻意为

之，“导演与我在讨论角色的时候，也希

望能有一些出彩的地方。另外，对于我自

己来说， 我也希望能够让自己在电影里

的形象更特别， 最好是不被大家认出来

的那种。”

拉塞尔导演保证，电影前五分钟，没

人认得出这个猥琐的胖子是贝尔。 不过

贝尔的这种变化在场记者们还是不奇

怪，为了拍电影暴瘦、毁容这种事本来就

是贝尔专长所在。

《雪国列车》受欢迎

讨论最热烈的一部电影是韩国导演

奉俊昊的《雪国列车》，电影由韩法美三

国合拍，集齐蒂尔达·斯文顿、高雅星、宋

康昊等实力派，讲述的是全球变暖后，少

数人逃到了火车上，开始了逃生故事。诺

亚方舟式的虚实环境， 火车中阶层分明

的生存抗争，精彩的打斗场面设计，让观

影时女观众们尖叫连连。 临时缺席的导

演奉俊昊通过即时语音工具表示， 这是

自己第一次执导英文影片，80%的外国演

员使得他们的台词压力很大，整整花了1

年半的时间才把剧本顺了出来。

首部亮相的华语片是中国香港导演

陈果的《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

埔的红VAN》（注：红VAN，香港当地的

一种红色小巴），题材惊悚，根据之前网

络同名热门小说改编而成。 实力派影星

任达华、惠英红、黄又南等演员都参与了

演出，昨日也一并亮相记者会。

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片最早要到

10日才会亮相， 目前各位主创都已经整

装待发，或已经在前往柏林的飞机上。恰

逢评委团中还有一位华人影帝梁朝伟，

开幕当天出席评委团发布会时， 被问及

如何看待此次华语片的强势入围， 梁朝

伟表示自己十分期待华语片拿奖。“我希

望华语片有机会擒熊， 让我们拭目以

待。”

陈玲莉 整理

在这篇刊登在 《纽约时报》 的公开信中，伍

迪·艾伦指出，自己曾天真地以为，“有理性的人都

能看清迪兰的指控是怎么一回事， 常识能占上

风”。迪兰今年28岁，21年前，米娅就曾指控艾伦性

侵了当时7岁的迪兰。他说：“我是个56岁的、除此

之外从未被指控过性侵儿童的男人。 我和米娅在

一起12年，在那期间她从没说我行为不检。而在我

已和她分手、开始了一段快乐的新恋情后，在那么

一个下午，我去她家里去看望我的孩子，在她的地

盘，在好几个人面前，我就将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开

始当一个恋童癖———再多疑的人也会觉得不可能

吧。”他怀疑米娅对迪兰进行了误导，因当年被米

娅指控后， 艾伦曾带迪兰去医院检查是否遭到性

侵，迪兰最开始的说辞是没有，但米娅带她出去吃

了冰淇淋后，回来她就改口了。

女演员米娅·法罗曾是知名的“伍迪·艾伦的

缪斯”，在遇上艾伦前，她曾和歌王弗兰克·辛纳屈

及作曲家安德烈·普列文结婚。1980年， 她和艾伦

开始交往，并为前夫生下3个孩子，自己还领养了5

个孩子，其中包括了后来嫁给伍迪·艾伦的养女宋

宜。米娅和艾伦的分手并不和平，两人还一度对簿

公堂。

而迪兰对艾伦的指控， 也是出自 《纽约时

报》。之前她发表一封公开信，表示艾伦在她7岁时

就对她进行过性侵犯：“当我7岁时， 伍迪·艾伦牵

着我的手带我到二楼一个昏暗的， 像壁橱一样的

阁楼。他让我俯着躺下玩我弟弟的火车模型，然后

他对我进行了性侵犯。”

针对迪兰所说的性侵地点，阁楼，伍迪·艾伦

称自己有幽闭恐惧症，而那个阁楼非常狭小，自己

根本不会主动去那里。伍迪·艾伦在文章最后说自

己深爱着迪兰并希望有朝一日她能够意识到自己

是被养母欺骗了。 他说这是自己就此最后一次做

出回应，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受到伤害。

伍迪·艾伦发公开信否认性侵养女

“有理性的人都能看清迪兰的指控是怎么一回事”

范冰冰版武则天

造型曝光

贝尔“骗局”造型亮相

梁朝伟期待华语片拿奖

之前，伍迪·艾伦的养女迪兰·法罗在《纽约时

报》公开艾伦性侵始末之后，迪兰的养母米娅·法

罗和弟弟罗南·法罗都公开声援迪兰的这封公开

信，可迪兰的哥哥摩西·法罗却选择为艾伦辩护。

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现年36岁的摩西为

艾伦进行了辩护，指责养母米娅·法罗“把对父亲

的仇恨灌输给孩子们”。 摩西非常肯定地认为，伍

迪并没有性侵犯自己的妹妹迪兰， 因为在事情发

生的那一天，米娅外出购物，而包括艾伦和迪兰在

内的其他所有人都身处公共房间， 而不是在私密

的房间内。摩西还表示，他不知道迪兰是真心认为

自己被养父性侵犯，还是为了取悦自己的养母。

米娅和迪兰都已经回应了摩西的这番言论。

迪兰认为自己哥哥的言论是一种背叛：“这对于我

和整个家庭而言都是一种背叛。 我的记忆是真实

存在的，这些记忆会伴随我度过我的余生。”

艾伦《纽约时报》发公开信

获养子辩护：他没有性侵犯迪兰

当地时间2月7日， 奥斯卡影帝菲利

普·塞默·霍夫曼的葬礼在纽约举行。除了

家人，霍夫曼在电影圈内的众多好友出席

葬礼，梅丽尔·斯特里普、凯特·布兰切特、

艾米·亚当斯等风头正劲的影后齐齐聚

首，华金·菲尼克斯、黛安·基顿、伊桑·霍

克、米歇尔·威廉姆斯、朱丽安·摩尔等在

内的众多好莱坞大腕也一同出席，送好友

最后一程。

霍夫曼的前女友戏服设计师咪咪欧

唐纳，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参加葬礼，表

情沉痛（上图）。两人同居14年，几个月

前才分手。霍夫曼的母亲也悲痛现身，神

情哀戚。在出席的众多明星中，很多都曾

与霍夫曼有过合作。华金·菲尼克斯与艾

米·亚当斯曾与他合作过《大师》，布兰

切特曾与他合作过《天才雷普利》，梅姨

曾和霍夫曼合拍《虐童疑云》等。

就在5天前，霍夫曼被发现暴毙于纽

约寓所，目前推测死因为吸毒过量。菲利

普·塞默·霍夫曼以精湛演技而著称，

2005年凭借《卡波特》一片在第78届奥

斯卡金像奖上获封影帝。在此之前，他曾

在《闻香识女人》《天才雷普利》《木兰

花》 等多部耳熟能详的影片中出演配

角。夺得影帝之后，他又凭借《查理·威

尔逊的战争》《虐童疑云》《大师》三度

入围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提名， 并出演

了《碟中谍3》《点球成金》《总统杀局》

等众多作品。

陈玲莉 张世豪 整理

奥斯卡影帝霍夫曼葬礼

影后齐聚

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著名导演伍迪·艾伦终

于公开回应养女有关性侵事件的那封公开信，他

在《纽约时报》上亲自发文，坚决否认在养女迪兰

7岁时对其进行性侵犯。不久之后迪兰也在《纽约

时报》上做出针锋相对的回复。

迪兰·法罗表示，自己指控艾伦性侵犯行为并

非出自米娅的授意。 她称：“我还能清楚描述他对

我所做的事情，这点我毫不动摇。这些噩梦般的回

忆将伴随着我度过余生。”同时她表示，就像21年

前一样，艾伦的言论同样充满了法律措辞、扭曲的

真相和彻头彻尾的谎言。

迪兰于一周前在《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公

开信，描述了20年前艾伦性侵犯她时的细节，并指

责整个好莱坞对此视而不见。迪兰是伍迪·艾伦和

米娅·法罗的养女， 两人曾在一起生活了12年。性

侵风波发生时迪兰年仅7岁，当时的调查判定没有

证据能证明艾伦有过性侵犯行为， 艾伦和米娅也

在之后分手。

张世豪 整理

■

伍迪·艾伦

本名艾伦·斯图尔

特·康尼斯本 ，

1935

年

12

月

1

日出生。 美国著

名电影导演、 编剧、演

员、喜剧演员、作家、音

乐家与剧作家，美国在

世最受尊敬的导演之

一，多次获得奥斯卡提

名并获奖。

1977

年的 《安妮·

霍尔》， 是伍迪个人历

史上最重要的一部影

片。影片获得奥斯卡最

佳影片、 最佳导演、最

佳编剧、 最佳女主角

4

项金像奖等多项奖励。

2005

年， 他转变风格，

导演了惊悚题材的《赛

末点》，好评如潮，

2006

年他与斯嘉丽·约翰逊

再次合作了 《独家新

闻 》。

2008

年再次回归

两性话题， 与斯嘉丽·

约翰逊等合作了《午夜

巴塞罗那》。

� � � � 美国著名电影人伍迪·艾伦

被养女迪兰·法罗指控自己7岁

时曾遭他性侵后，他于当地时间

7日亲自为《纽约时报》撰写文

章否认性侵。 他感慨自己太天

真，曾以为只要有常识就不会相

信这个指控。

此后， 伍迪·艾伦的养女迪

兰·法罗也在《纽约时报》上发

表针锋相对的回应。

伍迪·艾伦养女斥公开信：保姆目睹他性侵我

昨天上午，范冰冰在新浪

微博首度曝光自己在电视

剧《武则天》中的造型，自

称“媚娘”给网友拜年。

“回头一笑武媚生，头

顶俩圈来拜年。 节后

开工的同学们， 媚娘

初见有礼了……”

据悉， 范冰冰将从

武则天14岁入宫一

直演到82岁， 对此

她不惧装嫩也不

怕扮老，还表示会

以80后的方式来

诠释女皇。

放 眼 2014

年，电影电视一家

亲的趋势越发明

显，由电影翻拍成

电视剧如《十月围

城》《红高粱》等

将接连与观众会

面。 电影大咖的回

潮，也开始从荧屏综

艺蔓延到电视剧。看，

周迅、姚晨、吴秀波、黄

晓明、 范冰冰等一个个

都开始重拾拍剧事业。

从电视剧《人间情缘》

后就远离荧屏的“范爷”范冰

冰， 以自己的工作室名义宣布

推出电视剧《武则天》。由范冰冰

本人亲自出演。一向个性洒脱的范冰

冰称接演这部戏让她圆了少女时代的

梦想。据范冰冰工作室消息，该剧将花重金

打造古都长安，请来好莱坞及中日韩幕后团

队加盟。

据深圳晚报 张世豪 整理

艾伦、米娅与孩子的合照

招聘

全自动麻将桌
●飞针麻将寻合作13551818358
●飞针机麻寻合作13281888818
●麻将高科技合作18581884082

养老托老
●三环路侧长济医院医疗带托老
15388198480、13540025413

搬家公司

●玉龙搬家87326666低86259642

二手货交换
●收空调桌椅厨具13880031839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律师服务

工商行业全程服务

商务咨询
●诚信婚查成功付13730866336

启事
●屏山金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章一枚编号5115295000698法
人章一枚编号5115295000700屏
山金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屏山
项目部公章一枚无编号，四川金娇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屏山项目部
公章一枚编号5115290001947遗
失，特此声明作废
●张丽导游证D5101015262挂失
●成都瑞因科技有限公司地税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川地税蓉字
51010073021938-9号遗失作废

●锦江区梦特饰品经营部税务登
记证正本锦国税（510102195501
271273）、地税川地蓉（510102
195501271273）遗失作废
●朱贤珍位于锦江区东光村三组
东怡园4栋5单元7楼18号房屋产权
证(监证号:1585480)遗失
●王选曦遗失省公积金托管卡
90092522号，登报作废
●王爱平519003195603140070身
份证、驾驶证遗失
●彭利成位于金牛区长庆东一路5
号7栋4单元5楼2号房屋产权证
（监证1518052）遗失。
●父廖建明母姚小英子廖文军出
生证Ｊ 510565995遗失作废

身份证遗失
●翁健510211196812159023遗失
●陈星汉542121199902140017失
●罗娅51232319750720426X
●李东510102197009300270遗失

汽车报失

●车主李燕粤B8GJ09奥德赛汽车
发动机号：1204793车架号：LHG
RB3851D8004784于2014年2月4
日2时许在成都市双流县东升三强
北路三段锦绣华都小区天乙茶楼
门前被盗,联系电话13526588845
●车主衡辉雄川A4E775黑色思威
轿车，发动机号2009995车架号
LVHRM3859D5003008于2014年
1月31日在龙泉长柏路怡豪大酒店
门口被盗，联系电话13881818254
●温小利的川AWA161思威牌黑色
东风本田CRV车架号LVHRM487
8C5 108287发动机号K24Z811083
67于2014年1月30日晚11点30分左
右在青白江发现被盗。如有发现者
请及时联系温小利电话84641257
●龙国林的川A505DG黑色伊兰
特轿车车架号LBEXDAEB7BX10
4608发动机号BB239674于2014年
2月 6日早上8点40分左右在双流
县九江镇雁葫路146号发现被盗

寻人

酒楼·茶楼转让
●新装大型咖啡厅（带棋牌包间）
转让或联营，13350884560
●外双楠2.5环十字路口500平米
2楼临街写字楼茶楼出租交通
停车方便电话13608007516
●盈利营业常态新都区1200平米
大型浴足中心转18980954530

餐馆转让
●专业为你找铺转铺面66098136
●金沙270平火锅转,靠菜市.学校.
社区可多种经营13980770088
●玉林西路王府花园后门茶楼、
火锅转15928971729
●市区旺餐优转千平3万每月，适
合多种经营13880081599
●优转东门240平火锅带天然气，
租金每平46元15928156200

店铺
●青白江健身房15928785578

●800平招品牌餐饮15208185803
●汽车美容快修转13708222616

厂房租售
●蛟龙港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白家厂库房出租15982135075
●新津厂房出租蒋15198188558

担保公司

房产抵押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