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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第11届澳门国际电影节将于12月21
日开幕，应组委会邀请，著名电影明星葛优
将出任评委会主席，著名导演冯小刚担任
艺术总监，张国立担任颁奖嘉宾。据悉，这
是葛优第三次出任澳门国际电影节评委会
主席，而上届评委会主席冯小刚则改任艺
术总监，负责颁奖典礼的监制工作。

葛优称：“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我们要把电
影节办得更加精彩，为澳门回归祖国20
周年献上一份文化厚礼，为澳门的文化事
业做点贡献。”

澳门国际电影节是由澳门电影电视传
媒协会于2009年创办，此前已成功举办了
10届。电影节于每年12月在澳门举办。
今年电影节活动包括“电影节”“电视节”

“微电影节”三大节事，下设南中国大湾区
影视文化产业博展览会、“一带一路”国际
影展及影视产业发展高峰论坛、“电影沙
龙”之影视高级研修班等品牌子活动。

组委会有关人士在接受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澳门电影节
最初创办开始，冯小刚导演就一直关心澳
门电影节的发展。在2009年举办第一届
澳门电影节时，冯小刚就曾和葛优一起来
澳门参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恩湖

拿下主场开门红
女排姑娘鞠躬感谢现场球迷

由于首轮客场均告负，四川女排回
到新赛季第一个主场后，铆足全力，面
对实力和自己差不多的云南女排，非常
渴望用一场开门红来提升士气。

四川女排的首发阵容依然是由张
晓雅、王晨等老将领衔，加上内援车文
涵等。第一局双方打得非常胶着，虽然
云南队一直领先，但四川女排也死死咬
住，比分始终没有拉开差距。直到第一
局局末，四川队才首次以22：21取得领
先，随后，双方比分交替上升，四川女排
艰难地以26：24拿下了首局。

首局的胜利也鼓舞了四川女排，随
后的第二局，姑娘们赢得非常顺利。关
键的第三局，双方战况再次陷入胶着，
比分咬得很紧。虽然云南队率先来到
局点，但此时川军凭借张晓雅的临场发

挥，以一个经验丰富的处理球，将比分
再度追平，并最终以26：24取得胜利。

胜利来之不易，在现场球迷的欢呼
声中，四川女排队员们向全场球迷鞠躬
感谢，主场氛围显得十分热烈。四川女
排队长王晨感慨：“非常感谢球迷来到
现场给我们加油，这样的主场氛围非常
好，所以也希望球迷能多多来球场加
油！”

下一场比赛，四川女排将做客辽
宁，迎战奥运冠军丁霞、名将王一梅领
衔的辽宁女排。

张山感叹没想到
主教练叶文谦称“运气好”

四川女排取得主场开门红，现场球
迷的嗨歌和欢呼声响成一片，终场哨响
那一刻，新任四川排管中心主任的张山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她冲入场内和女排
姑娘们挨个拥抱祝贺，虽然个子矮小的

她不得不踮起脚才够得到高高的女排
队员们，但彼此对胜利的喜悦写在脸
上。

“我觉得我们的娃娃太乖了，打得
很顽强，”张山说，赛前没有想到过会以
3：0的比分这么顺利取胜，“我们今年基
本全是自己的选手，而云南队有内援有
外援，但我们的队员尤其在每局比赛关
键的最后几分都打得非常好。”

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也让四川女
排主教练叶文很欣喜，“四川和云南是
老对手，也知根知底双方实力都比较接
近，今天第一个主场氛围很好，下一场
希望更多的球迷能关注我们。”他说。

新赛季一胜一负，对这个开门战
绩，叶文认为女排姑娘已尽了全力，“新
赛季刚刚开始，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困
难，人员不整，没有外援，只从山东引进
了一个年轻的主攻，发挥基本还满意，
希望下一场球她们发挥更好。”

本场比赛川军有两局都是以26：24
涉险拿下，对于这个关键分，云南队的主
教练坦承四川女排做得更好，而叶文则
谦虚地说：“两队确实知根知底，今天关
键球发挥更好可能运气在我们这一边，
我们和云南队打球没有输家，一直以来
都希望是奉献精彩的球赛给观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陈甘露 陈羽啸 摄影报道

现场见证新赛季川女排首胜，四川
排球“新掌门”张山喜不自禁。

主场开门红，让四川女排姑娘们开心不已。

“戏台”一直在变
如今专注话剧，“不会演小品了”

《戏台》故事说的是民国时期，军阀
混战，闻名全国的五庆戏班将演出三天
《霸王别姬》，观众最为在意的“楚霸王”
主演金啸天却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恰逢大帅前来视察，侯班主和吴经理只
好使出浑身解数拆东补西，在这样的冲
突中，笑料百出。

如今，这出戏已经演出了250余场，
但每场演出又会有新的变化。此次来
到成都，陈佩斯直言：必然会变。“《戏
台》每次演出都是千变万化的，一直在
变。”陈佩斯对《戏台》情有独钟，甚至曾
说过“前面60年仿佛就为这出戏。”

此次来蓉，陈佩斯解释，“我今年才
65岁，快66了，说等了60年是稍微有点

夸张，但好本子不容易碰到。我生下来
可能它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是必须要
跨越要等到的，确实很宿命。它又那么
迷人，每次面对演出我都有种跃跃欲试
的感觉，是迎接一种挑战。每次上台都
很高兴，所以演出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不
会枯燥。”

其实很多人认识陈佩斯，都是从央
视春晚的小品开始的，《吃面条》《主角
与配角》等作品让人印象深刻。不过，
这几年专注话剧的陈佩斯直言，不会演
小品了，因为自己目前所有的精力都放
到了话剧舞台上。

今年11月到12月，成都观众就可
以连续欣赏到陈佩斯的四部话剧，即
《戏台》（11月 5-6日）、《阳台》（11月
29-30日）、《老宅》（12月 17-18日）、
《托儿》（12月29日）。

直言小品“伤人”
喜剧才是“最佳生存空间”

“我只想把快乐输送给观众，我每一
场要做到的就是给观众快乐。”陈佩斯感
慨，过去在春晚舞台上表演小品，10分钟
的演出需要高度紧张，全心投入。“就像
奥运会百米冲刺，四年就为这一枪，我一
直不敢松下来。”哪怕之后开始演话剧
了，这种习惯也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原来紧张得从头湿到脚，演出完袜子都
是湿的，以前要给我准备两瓶盐水，最近
汗衫、水衣子一脱，我们工作人员说都没
那么沉了。盐水现在只要半瓶就够了。”

陈佩斯直言，“过去小品就10分钟，故
事一开始就要把观众提溜起来，演多了对
人挺伤害的。但面对一个好剧本，还是用
平常心要好一些，随着戏的走向一点点进
入要好一点。《戏台》这部戏我一点点找，表
演的东西也在一点一点提升，表演上更自
由一点。从最初这出戏开演到现在，中间
还是经历了很多变化，我的表演也一点点
成熟，60多岁了还有成长感觉特别好，我
的幸福感就比你（指杨立新）强。”

听完，杨立新在一旁“回怼”：“因为
起点越低增长越快。”两位艺术家你来
我往，笑果十足。玩笑过后，陈佩斯继
续讲述他的喜剧艺术：“别的我不会，我
也没学过。我从电影到短剧都是喜剧，
就是我的长项，比别人认识多一步，比
别人的实践多一些，这是我最合适的、
最佳的生存空间，我不敢离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年代喜剧《戏台》剧照。

由著名导演刘飚执导，凌潇肃、刘一
含、富大龙领衔主演的国内首部航空谍战
电视剧《归鸿》，将于今晚在江苏卫视开
播。该剧以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为时间
背景，讲述了华航和远航两家航空公司成
功起义，毅然决然飞向祖国怀抱的故事。
11月5日在北京举行的媒体看片会上，导
演刘飚携演员凌潇肃、刘一含、陈逸恒到
场为新剧预热。

作为国内首部航空题材的谍战剧，
《归鸿》可谓另辟蹊径。导演刘飚着重介
绍了该片拍摄的两大难点：一是剧本创
作。《归鸿》是根据真实的“两航起义”改编
而成，这决定了剧集的逻辑要非常严丝合
缝，经得起推敲。“这部剧的剧本经过了三
年打磨，整理了半个房间的历史资料，我
们还要走访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浓缩了很
多原型。最终在写实的基础上创作了现
在的故事。”刘飚回忆剧本创作经历时眼
含热泪，“随着对历史故事的不断了解，我
们自己也被深深地打动。”

另一个难点是拍摄细节。由于该剧
展现特定的历史节点和历史事件，《归鸿》
对拍摄手法、服化道各方面的技术工种要
求都极为考究。刘飚透露：“在还原真实
性上，我们可谓精益求精。这部剧我们不
给角色设计走位，演员可以在场景中自由
走动，这就意味着所有的道具必须都是

‘真的’，任何角度都不允许穿帮。”
剧中，凌潇肃担纲男一号，饰演潜伏

的地下党员聂云开，他以总经济师的身份
深入华航内部，游走在各方势力角逐的中
心地带，最终成功策反“两航”高层。说到
饰演谍战剧的感受，凌潇肃坦言是“用真
情实感在演戏”，对于剧中角色也感触良
多，他说：“为了角色恶补了历史。看到很
多年轻的飞行员，前一秒还在和家人联
络，下一秒就回不来了。希望大家珍惜当
下的幸福生活。”

刘一含则在剧中饰演女一号沈希言，后
者同样是我党潜伏在两航内部的地下组织
成员。在谍战剧这类以男性为主的戏中担
纲女一号，她用细腻的情感表演为剧集注入
了一抹温情的力量。“谍战剧对我来说，最大
的难点就在于有很多戏中戏，这非常考验演
员对剧本的把控能力。”刘一含说。

值得一提的是，凌潇肃和刘一含不约
而同地用“熬了80个大夜”来形容拍摄经
历。原来，整部电视剧人物对白都采用现
场收声，但在横店，白天声音嘈杂，于是整
个剧组只能颠倒时差熬夜拍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颖

国内首部
航空谍战剧开播

凌潇肃刘一含称“熬了80个大夜”太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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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编剧、演员
三种身份，我最享受还
是演员。因为演员能够
最直接地面对观众，来
检验自己的作品、自己
的表达，这种直接交流
是最舒服的。”11月 5
日晚，由著名编剧毓钺
创作，陈佩斯担当导演
并携手著名演员杨立新
共同主演的年代喜剧
《戏台》在四川大剧院上
演。演出之前，杨立新、
陈佩斯、毓钺接受封面
新闻采访，分享他们对
喜剧、对创作的理解。

第11届澳门国际电影节

葛优任评委会主席
冯小刚任艺术总监

|排超联赛|

四川排球刚刚换了掌门人，“老枪”张山跨界上任，她这次的任务，
是带领四川排球踏上复兴之路……

首个主场喜提首胜
川女排昨日3:0击败云南队

作为1992年巴塞
罗那奥运会双向飞碟
金牌得主，奥运会历史
上“女胜男”的第一人，
张山的名字早已家喻
户晓。现在，这把蜀中
“老枪”有了新的身份
——四川排管中心主
任。从熟悉的射击场
来到“陌生”的排球馆，
张山如今把自己的目
光瞄准的是四川排球
的复兴之路。

11月2日，新赛季
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率
先开打，做客江苏常州
的四川女排首战不敌
张常宁、龚翔宇领衔的
江苏女排，0：3无缘开
门红。不过，11月5日
第二轮，回到主场的川
妹子们 3：0击败了云
南女排，在双流体育中
心取得主场开门红的
同时，也喜提新赛季的
第一场胜利。

陈佩斯谈喜剧表演：
“我只想把快乐输送给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