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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第三届杭州“壹加艺”艺术节如

约而至，活动将持续到11月9日。其中，第一

阶段率先亮相的就是重头戏： 第三届全国

九城艺术联展（杭州站）与湖山掩映———

浙江画院三十周年晋京回杭汇报展。 本届

“九城联展”再次巡展到杭州，将上演一出

横跨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的互动剧目，展

览形式也会在前两届基础上有所调整，针

对性更强。“九城联展” 将由 “名家推荐

展”与“最受欢迎艺术家展”两个单元组

成，十个城市近200位艺术家，300余幅不同

风格的作品一起展出。

名家推荐展中，何多苓（成都）、冷军

（武汉）、王西京（西安）、高云（南京）、孙

家珮（上海），杭州的曾宓、吴山明、卢坤

峰、孙永、林海钟、韩璐、沈浩等都将带来代

表作品亮相。 整体展览互动呈现出三个特

点：观众选择更多，艺术家展示空间更大，

个性化展览更亲民。 当西北的粗犷遇上江

南的轻灵，岭南的雄放碰撞海派的时尚，江

城的风骨，齐鲁的文雅，东北的苍古，集体

激荡于江南。届时，观众穿梭其间，定可感

受到不同的艺术风味。与之同时亮相的，还

有学术性很强的湖山掩映———浙江画院三

十周年晋京回杭汇报展。除此之外，艺术节

还包括两个分会场展览， 钱江新城杭州图

书馆的 “地球公转———摄影插画作品联

展”，以及杭州白马湖生态创意城的“诗意

家居———第四届杭州当代居室版画艺术

展”。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第三届全国九城艺术联展（杭州站）今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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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亿姐”，这是网友给杨幂最新的外号。源自于刚

出炉的“票房号召力”，统计2012年-2014年，黄渤以49.35

亿总票房高居男演员票房号召力榜首。 而杨幂三年作品

累计额30.76亿， 超过了李冰冰和周迅， 成为当之无愧的

“女劳模”。 昨日记者向杨幂提及此事， 杨幂笑着表示：

“我也很意外，很感谢大家对我的喜欢，进电影院看我的

作品，这是对我的认可。”在得知黄渤是“男劳模”时，杨

幂更是希望能够与黄渤老师合作拍片。 如今的一线女艺

人，都迷上了拍文艺片。而杨幂固然票房很高，可是她的

作品更多是商业片， 经常是票房高口碑差。“我也尽可能

去改进我的演技，希望能尝试不同类型的影片。如果剧本

合适，我也可以拍文艺片。”

有了女儿小糯米之后，杨幂怎么平衡家庭与工作之

间的关系？“觉得责任重了，为了给她好的生活，更应该努

力工作。不过，孩子是需要陪伴的，我也不愿意错过她每

个成长的重要瞬间，所以会尽量平衡好时间。”那童星出

身的她有没有想过让小糯米走这条路？“希望她能健康成

长就好。”她向记者坦言，一定会多安排一些时间陪孩子。

自从杨幂产后复出后，工作就没停过，如此忙碌还

能适应吗？“去时装周的时候因为要倒时差， 所以会有点

不适应，毕竟之前在家的半年里作息一直很规律。但现在

已经不会有任何不适应了，每天跟工作人员一起工作，觉

得挺开心的，而且他们也很照顾我，没有马上就给我安排

很多很紧张的行程。”

作为85后的“四小花旦”，杨幂是最早结婚生子的。

如今事业爱情两得意的她， 更是被网友称为 “人生赢

家”。“我真的没想过自己是不是 ‘人生赢家’， 对我来

说， 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 该好好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

作，遇到对的人该结婚就结婚，有了宝宝就开心迎接。”杨

幂向记者透露，其实也有人会说这么早结婚生子，不怕影

响事业么？“但我觉得，你想得到什么就一定会失去什么，

都是很公平的，所以随心就好。”

在刚刚结束的金鹰节上，杨幂带着自己签的四位新人

走红毯。前段时间还制作电视剧《微时代》，加上之前歌手

的身份，杨幂的角色更加多元化，她说喜欢尝试新鲜事物，

“我16岁就开始拍戏了，耳濡目染也会看到制片人都是怎

么工作的。公司看到我对《微时代》这个项目很有兴趣，就

问‘既然这么感兴趣，那要不要试试当制片人？’”

不过，问及最近有没有和涉毒的柯震东联系，杨幂迟

疑了一下回答：“肯定有交流，有加油打气。但是我不想在

媒体面前说这些，放在心里就好。”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摄影记者 卢祥龙

好剧本

不在乎片酬一定要拿下

谈及与《北平无战事》的结缘，刘烨坦言有几分运

气在。第一次听说《北平无战事》的时候，刘烨正在拍

戏，经纪人常继红打来电话:“我刚看了一个好剧本，很

棒，咱们一定要拿下，片酬不重要！”早在《血色浪漫》

时， 刘烨就对常继红在剧本和作品的把控与选择上高

度信任。因此，经纪人的第一次电话，在刘烨心里留下

了两个字：拿下！

天遂人愿， 经过多方努力， 甚至刘烨为此自降片

酬，才有了如今《北平无战事》的方孟敖，让观众们见

识到“火华哥”的真性情。从该剧目前的反响与好评来

看，无疑又一次证明了经纪人的眼光与刘烨的实力。至

今回忆起来，刘烨感到非常幸运，没有与这样一个好作

品、好角色擦肩而过，“剧本很好，非常难得的机会，跟

许多对戏的老师们也学习到很多。”至于自降片酬，在

刘烨看来，对比之下好角色更重要，“值得付出。”

当初因为《那山那人那狗》《蓝宇》等文艺片被媒

体封为“忧郁小生”的刘烨，从演主席到演地下党，竟

然毫不违和。导演黄建新曾透露，拍《建党伟业》的时

候， 刘烨每次化妆只需要20来分钟， 加重一下眼睛部

分、戴个头套就能搞定。而“主席专业户”唐国强演毛

主席一般化妆都超过一个小时。

《建党伟业》之后，很多主旋律题材找上门，刘烨都推

了，他觉得自己不能成特型演员。常继红希望他拍一部战

争幽默剧，并一手策划了《火线三兄弟》的项目，为了赶刘

烨、黄渤、张涵予三位金马影帝的时间，剧本边写边拍，拍

电视剧的同时还套拍了一部风格类似的电影《厨子戏子

痞子》。因为《北平无战事》精彩的剧本，刘烨最终接下了

这部剧，刚结束《火线三兄弟》，就从战争幽默剧转入战争

正剧，这个看上去更适合和漂亮姑娘谈恋爱的演员，从不

吝啬自己在战火纷飞的年月表达对组织的信任。

真性情

片场搞怪被前辈批评

刘烨饰演的方孟敖为人行事作风无一不彰显出

“真性情”。在这一点，似乎也可以在角色上找到刘烨

的影子。谈及与角色的对比，刘烨笑言自己与方孟敖是

同样的高大帅气有力量，不过在“潇洒”上略有不同。

“我自己平时不会那么讲究品质，有点糙一些。”在某

网站访谈时，有网友疑惑剧中的飞机是不是真的？刘烨

透露是真飞机，但是在航空博物馆拍摄的。还有网友好

奇，剧中喝的红酒与抽的雪茄味道如何，刘烨笑称，一

切都是免费的，所以味道怎么样都好。

在片场，刘烨和沈佳妮走戏的时候，一把拉开了她

要坐下的凳子。那个戏讲的是主角方孟敖的妹妹死了，

演员流着泪讲台词，沈佳妮饰演的何孝钰本来站着，按

照剧情要坐下。“佳妮站在我旁边该坐下来的时候我就

很自然地把椅子一撇，她就扑通坐地上了。”刘烨说，这

是“下意识”的反应。

同剧的演员都是戏骨，陈宝国、焦晃、倪大红、王庆

祥等等七位影帝，平均年龄五十开外。刘烨之前和沈佳

妮合作过，本以为开个玩笑很正常，但在这个严肃紧张

的剧组里，沈佳妮只好瞪了他一眼。刘烨不死心，另一

次走戏的时候，本来要绕过一个沙发坐下来，他直接跨

了过去。不过，这次配戏的不是沈佳妮，而是一位德高

望重的戏骨老师，“你不认真啊”， 老师批评了他。“被

收拾了。”刘烨憨憨地笑。他说自己忍受不了“顺撇”，

任何持续的状态都应该被打破。苦大仇深的戏，一定要

跳出来搞笑一下，演喜剧逗比，就得保持紧张的态度。

不过，他懂得适度，一切都在允许的范围内。

谈及与陈宝国、焦晃等多位老牌影帝飙戏，刘烨坦

言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这些老师都是殿堂级表演功

力，合作对戏时，能碰撞出很多火花，收获到不同的感

悟。”

综合腾讯、网易稿件

观众：崔健借拍电影唠叨独白

10月14日晚，《蓝色骨头》 在北京工人体育

馆举行了盛大的首映礼。崔健将自己导演处女作

的首映仪式办成了一场盛大演唱会，“不是我不

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太快，就连我都开始导电影

了。”在演唱了电影的相关主题曲后，老崔还唱

起《一无所有》，他现场请求大家：“如果真的认

为我是崔健导演的话，就别把它当电影看；如果

把它当做电影看，就把我忘掉。”其实，这就是崔

健，他似乎从未改变。

电影《蓝色骨头》的故事并不复杂，通过一

个家庭的往事，讲述两代人的青春伤痕：一个是

父母年轻时的“文革”时期，一个是儿子所处的

现在，串联其中的是崔健专辑《给你一点颜色》

中的作品《蓝色骨头》。这部影片的信息量很大，

涉及不少敏感话题， 演员有不少大尺度戏份，国

家话剧院前院长、老艺术家赵有亮更是首次裸身

出镜，破例为《蓝色骨头》献出了自己艺术生涯

尺度最大的一次演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片

川味十足， 除了影片中大部分场景在重庆拍摄，

影片有不少四川话对白，峨影厂演员雷汉在片中

扮演重要角色，他的戏份很出彩。

观影后，观众普遍反映，这次崔健的尺度很

大。成都影评人“太阳以西”直言：“《蓝色骨头》

是老崔的‘摇摆乐’。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摇摆，在

政治和音乐之间摇摆，在裸露的屁股和打破的脸

之间摇摆，在牛X和傻X之间摇摆。他不是拍了一

部电影，而是借拍电影这件事唠叨独白。喜欢的一

句台词是：‘它是不可谈论的，一旦谈论就变成了

历史。 片里的旁白太多了， 前一句热血后一句狗

血。”

排片：有的影院只排了一个厅

从昨天观影现场的火爆程度看，崔健还是有

票房号召力的，他的歌迷应该会去影院支持这部

电影，对于《蓝色骨头》收回成本，崔健并不担

心，他表示并不期待短期的数字，而是“终极票

房”，“文艺片要看很多次才能懂其中的味道。”

崔健还现场呼吁，多给文艺片年轻导演空间。

今天，《蓝色骨头》将在全国各大影院公映，

首日排片尤为重要，成都商报记者昨天也采访了

成都各大影院， 王府井影院将拿出2到3个厅，总

排片10场以上，这样的排片好于《黄金时代》。但

也有影院只为该片拿出了一个影厅， 有影城表

示，这部影片太过文艺，观众可能会觉得闷。

标志性的鸭舌帽，黑色的墨镜，昨天观众面前

的崔健依旧是大家熟悉的样子， 主持人请他介绍

剧情， 他回答很酷，“我回答太多了要干扰你们，

就像你们与我的孩子发生了友谊， 管他老爹想什

么。”但稍后，崔健对现场观众开起了玩笑：“我们

的电影只有一周的观影时间， 所以想看的人要赶

紧去看，等到一周后下线了就看不到了。”

蓝色的梦想

难啃的骨头

“30亿姐”杨幂

想和“50亿哥”黄渤合作

接受成都商报独家专访，坦言会花更多时间陪女儿

看不懂？

“我的电影不是人人都能欣赏”

崔健介绍，他在这部电影的故事创作上酝酿

了9年时间，“电影的第一个剧本大纲是一首长

诗，没有任何标点符号，之后经过专业编剧创作

并不断修改，前后大概经历了20稿。”

部分观众在观影后，对电影时空交错的叙事

风格并不感冒，甚至直接表示看不懂。崔健表示，

《蓝色骨头》“就是一首诗”，在别人都在追求接

地气的年代里，他却要“挖地三尺”找出这个社

会的症结。 崔健解释，“因为人物交代集中在前

十分钟了，如果迟到或走神，后面就会看不懂。如

果还真的欣赏不了，那可能就是风格不适合的问

题，就好像听流行乐的人听不懂交响乐，听交响

乐的人受不了流行乐，我不认为谁高谁低。我的

电影显然是交响乐，我相信很多歌迷会想看第二

遍，就像一张好的唱片可以反复听，会有不同的

感受。”

电影的故事很简单，崔健也意识到讲故事并

不是自己擅长的，“要线性讲故事，我也没那能力

啊，别为难我。这种电影交给那些伟大的导演拍，

我买票去看就好了。”他还霸气表示，自己拍的电

影只能烙上“崔健”的印记，“我把我的概念不断

地融入电影中，观众自己在里面找故事吧。”

太敏感？

“没有情感支撑就没有生活”

崔健的摇滚乐以“愤怒感”著称，而电影里

也充斥着不少愤怒的情绪。 对此他也解释说，其

实不只是愤怒，“电影还带着惆怅的情绪。”电影

中涉及到不少敏感内容，其实《蓝色骨头》拍完

已有两年多，其间也数度传出上映，但又数度拖

延。对此，崔健也澄清说，迟迟未公映并不是因为

审查， 而是他一直在修改，“我们去年11月就过

审了，只是我们的审查时间是比一般的电影长了

一点。”崔健还透露，“其实过审并不难，难的是

这个电影类型特别比较特殊，不少发行公司摸不

着脉，都不敢轻易尝试。这一年多，我们其实都在

为找发行方而努力。”他直言，早在筹备这部电

影之初， 就抱定了要公映的想法，“我是为中国

观众拍的。”

“如果我们的情感没有支撑，那就没有我们

的生活。”崔健曾在一次访谈里如是说。《蓝色骨

头》里，崔健所表达的情感是充沛的，崔健还直

言：“其实我们的社会存在很多矛盾，不要怕，我

们面对它，如果一条路堵死了，至少还有另外两

条路可以走，一个是情感，一个是智慧，还有一个

是信仰。”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

崔健导演的首部电影《蓝色骨头》今上映

昨来蓉与100名成都商报读者近距离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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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演方孟敖 刘烨自降片酬

从《建党伟业》中

饰演毛泽东以来，刘烨

演了不少主旋律作品，

他身高1米86， 剑眉星

目，自称“我这种形象

都是演正面人物的。”

在热播剧 《北平无战

事》中，刘烨饰演男主

角方孟敖，进能救国为

民，退能铁骨柔肠，备受

业界关注。而刘烨为出

演本剧特意自降片酬，

他表示：“好作品错过

就是遗憾。”

聚焦热剧《北平无战事》

喧腾一时的柯震东吸毒事件终于有了“结果”———

15日傍晚6时左右，台湾地区有关方面决定给予柯震东缓

起诉处分。

据柯震东本人透露， 检查官基于他两次受审口供

一致，其间表现与态度良好的事实，虽然检验结果呈大

麻阳性反应，但仍礼遇他让他自费在家戒瘾(意为柯震

东不需被关在勒戒所戒瘾， 只需定期回指定医院接受

尿检，缓起诉期间只要不再犯，将不会留下前科)。给予

23岁初犯的柯震东这样的宽松处分， 也让柯震东与家

人终于落下心中大石。宣判结果出来后，柯震东带着轻

松的心情，面对媒体展开笑颜，结束了历经一个半月的

心理煎熬。柯震东表示开心可以回归正常生活，其后将

把重心放在学业上。

据《南方都市报》

� 据“票房号召

力”数据显示：

2012-2014年

三年间，杨幂的

票房号召力高

达30.76亿，成

为女艺人中的

NO.1。昨晚，杨

幂与张亮、韩火

火、金大川等人

出 现 在 成 都

IFS，为某奢侈

品新店开业站

台。在接受成都

商报独家专访

时，杨幂欣然接

受 “30亿姐”

的称号，并希望

有机会能与黄

渤合作拍片。

柯震东将自费戒瘾

相关阅读

崔健

14

日在《蓝色骨头》的首映式上献唱 新华社发

刘烨饰演方孟敖，有观众认为是本色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