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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个针对中国电影海外观众的实
证调研$$日在京发布! 结果显示"#功夫片$

是外国观众最青睐的中国电影类型"中国导
演与演员在海外知名度不高% 中国电影&走
出去$形势仍严峻%

据悉"&$%""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全球调
研数据$ 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
研究院的学术小组完成% 通过对美国'英国'

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日本'韩
国等&个国家''(个语种的)*+%名海外观众的
问卷和访谈" 对海外观众对中国电影的接触
途径'偏好'文化价值认知等方面进行分析!

报告显示" 半数以上的海外观众对中国电影
知之甚少" 中国导演与演员在国外认知度不
高! 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仅有$%,的观众对
中国电影较为关注"认同其影响力的占(-.,!

李安'王家卫'张艺谋依次排在&你喜欢的中

国导演$的前三名"选择比例依次为
//-$,'0(,'0+-/," 选择其他导演
的观众较少!知名度最高的演员依
次是成龙'李小龙'李连杰"女演
员影响力较小!

&(功夫)只是中国文化中的
一个小方面"但在海外观众眼中
却代表了中国% $调研报告的第一
作者'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
黄会林教授说"我们发现"&爱国主义'

英雄主义$ 是令海外观众印象最深的
文化价值观" 可见我们所传递的文化
内涵还较为浅显和狭隘%可喜的是"海
外观众对中国电影的未来充满期待%

在'/岁至*/岁主流的观影群体中"1+,

以上表示希望看到具有时代感"反映现代都
市题材的中国电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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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穿越*步步惊心+现代篇$的视
频片段$$日出现在微博上"配乐是*步
步惊心+片尾曲*三寸天堂+"旁白也和
湖南卫视预告片中的声音一模一样%

这个看上去很&正宗$的视频"一度被
网友误认为是 *步步惊心+&续集片
花$" 随即引发大量人群围观"&步迷$

们欢呼雀跃这部片子即将推出%

对此"*步步惊心+ 制片人蔡艺
侬在接受采访时否认道,&我们的续
集还处在剧本创作阶段" 不可能有
片花出来% $虽然这个回答让&步迷$

们有些小小失望"但蔡艺侬说"现代
版 *步步惊心+ 仍然由原班人马出

演"&剧情暂时还不能透露"我只能说
是一个时装片% 这是一个原创的剧
本"桐华没有担任编剧% 故事有商战
的背景在里面" 主要还是以情感为
主%$蔡艺侬表示"*步步惊心+续集的
人物架构和关系会延续"希望给观众
呈现新的故事亮点% 对于大家所关
心的若曦情归何处"蔡艺侬称&四爷$

和&八爷$也向她询问过"而她的回答
是也许谁都不是% 蔡艺侬表示这部
戏大约今年(月会开机拍摄%此外"吴
奇隆'郑嘉颖'刘诗诗'袁弘及及林更
新都先后公开表示" 将出演 *步步惊
心+现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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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吴思远出品"徐克监制'编
剧的*新龙门客栈+经典版"$*日在
大银幕重生! $$日"由本报联合影
片发行方光线影业举办的影迷看
片会举行"对于一部毋庸置疑的经
典作品"最新的修复版是否还能惊
艳年轻观众/ 本报记者为影迷朋友

提前揭秘影片的看点!

*新龙门客栈+将巅峰时期港式
武侠片的全部优点发挥到淋漓"已
将*新龙门客栈+的儿女情长植入到
每个人的心中!无论是大漠黄沙"高
手云集"狭窄空间"斗智斗勇还是儿
女情长" 千秋家国000武侠片中的
所有经典符号都被放大到极致!

经典片修复要承担很大的风
险"音画效果质量再怎么翻新"都
要面对最挑剔影迷的终极审视!

好在此番*新龙门客栈+修复后重

映"吴思远坦诚下了大功夫!在看
片会结束后"影迷以及媒体"都对
*新龙门客栈+经典版重生给予高
评价! 不少媒体表示,&将原版国
配制作过程中的断点'爆音'噪声
剔除掉的同时" 加强了定位和立
体感! $更有媒体代表大赞,&敦煌
美景摄人心魄" 技术进步令刘满
棠' 黄岳泰二位的摄影重新焕发
光彩" 好几个大漠上的镜头都美
得让人流泪! 相比之下"*龙门飞
甲+若无02便是完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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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卫视将于0月)日起开播的心理谍
战大剧*青盲+里"沙溢终于颠覆以往形
象"首演反派!白山馆监狱长徐行良000

这么一个外表斯文' 但内心复杂残忍的
的反角"竟然令沙溢大呼过瘾!

有着&中国版*越狱+$之誉的*青
盲+"改编自知名作家张海帆的成名小
说*青盲之越狱+! 该剧汇集了于和伟'

沙溢' 王丽坤' 吴秀波等众多实力明
星"讲述了国共内战时期"共产党为营
救留苏归来的化学战专家" 派遣特工
张海峰只身潜入白山馆" 开始营救之
旅! 剧中"沙溢扮演的徐行良一字小胡
子下双唇紧抿"双眼锐利"看似波澜不
惊" 实则是个不折不扣的国民党老辣
军官! 此次诠释徐行良这个内心复杂
的反面人物"沙溢表示特别有挑战性!

沙溢透露" 剧中他的工作环境是在
审讯室,&每天我要干的事就是轮流地打
他们"打得我那是相当舒服啊1 $对于徐
行良这个角色" 沙溢并不认同他是个反
派!他表示"自己不会在戏中面露凶相耍
狠! &徐行良是个痴情的好男人! 他一直
爱着王丽坤演的女军医王玲雨" 而且默
默地坚守在她身边! $沙溢表示"这个角
色很难塑造" 甚至会影响演员自己的心
情! &演这个角色那一阵"我总是特别易
怒! $沙溢笑称"虽然被角色带得有些易
怒" 但在家里当然不敢发火了" 如果发
火"挨揍的可能就是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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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百花深处+目前正在央视
八套热播! 该剧由冯远征'左小青'余少
群'李玉刚等明星联袂主演! 众所周知"

当年因为在*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成
功塑造了暴力丈夫形象"结果惹恼了观
众"发生了戏外有观众怒扎冯远征车胎
事件! 日前"该剧制片人陈冬冬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拍这部戏时"因为苏长亭
这个人物过于极致"曾让冯远征担心车
胎再被扎! 随着*百花深处+的热播"各
方对该剧的讨论度也是居高不下"其中
冯远征饰演的苏长亭更因其极致的个
性'怪异的举动而成为争议的焦点! 对
此"该剧制片人陈冬冬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一个优秀的演员"塑造一个极致的
角色" 或许是会收到不同的观众反馈"

冯远征很好地诠释了这个人物"观众的
爱和恨都可以说明演员对角色塑造的
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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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山西的艰辛拍摄" 冯小刚
本年度重量级影片"投资高达3亿元的
*重庆)&*$+转战重庆! 近日剧组先遣
部队已提前抵达重庆"搭建外景!随后
冯小刚将携带奥斯卡影帝&钢琴师$阿
德里安2布罗迪"陈道明'李雪健'苏有
朋'柯蓝等人开拍%

据悉" 冯小刚等众多大腕则将于
$0日抵达重庆" 本周末将有两场重要
夜戏上演% 其中一出是陈道明扮演的
蒋介石与奥斯卡影帝&钢琴师$阿德里
安2布罗迪的对手戏%&钢琴师$在片中
的身份也众说纷纭"一说是外国大使"

一说是美国记者% 而两场夜戏都是以
派对为主" 包括在法国水师兵营拍摄
一场国民党高官在俱乐部欢迎美国来
使的夜间派对3 以及柯蓝扮演的宋美
龄会见美国来使的派对%据了解"这次
拍戏" 冯小刚携带了自己的厨师和医
生%前者为调养身体"后者为应不时之
需%至于其他演员并无特别要求"唯一
希望盒饭不能太辣% 据说包括奥斯卡
影帝布罗迪也没有特别要求" 中餐西
餐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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