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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梅花奖曹禺剧本奖
评选揭晓

新华社消息 第29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奖
名单26日晚在广西南宁
揭晓，第23届曹禺剧本奖
终评结果也同时公布。

本届梅花奖经全国
推介和层层选拔，共有
44名优秀戏剧演员进入
初评，17名入围终评。通
过11天17场现场竞演，
最终评出戏曲类单雯、
话剧类辛柏青、歌剧类
雷佳等15名演员荣获第
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获奖演员来自京剧、昆
曲、越剧、秦腔、豫剧、川
剧、潮剧、壮剧、琼剧、话
剧、歌剧11个剧种。

在本届曹禺剧本奖
评选中，花鼓戏《桃花烟
雨》、闽剧《双蝶扇》、淮
剧《送你过江》获戏曲类
剧本奖，《山羊不吃天堂
草》和《遥远的乡土》分
别获得儿童剧、话剧类
剧本奖。 （林凡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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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40年至今，李幼斌
出演过了诸多优秀的影视
作品，最近在北京卫视热播
的《因法之名》中，李幼斌饰
演了一位经历波折人生的

“双面”刑警葛大杰。对于这
个人物的看法网上也是争
议不断，有人称赞：“演技派
就是演技派，喜怒哀乐是来
真的而不是瞪眼咬嘴唇，葛
大杰被他诠释得太到位
了！”有人表示：“葛大杰太
偏执了，这是他的性格缺
陷。”

（小标题）再穿警服演
绎“双面”刑警

剧中，李幼斌饰演的葛
大杰是一位恪尽职守却刚
愎自用的部队转业警察，在
工作上功勋卓著，却亲手办
了一件错案，也给受害人带
来了心灵上不可磨灭的创
伤。在李幼斌看来，葛大杰
不仅仅在外部特征上发生
了变化，而脾气性格也有了
极大的转变，与之前的角色
相比，他认为，“这一次扮演
的警察和以前大有不同，以
前扮演的角色自身并没有
什么错误，比方说在办案的
过程中抓罪犯，这个人都是
在正确办案。但葛大杰就不

同了，最初他认为自己一直
在秉公执法直到后来发现
这个案子确确实实有问题、
有漏洞，他开始反思过去，
他自责、他愧疚、他也想去
补救。”一件冤假错案的产
生无疑是对一个警察一生
功绩的否定，但难等可贵的
是，为了坚守公平正义，葛
大杰能够直视并改正自己
十七年前犯下的错误，当女
儿被杀害时，没有失去理智
而随意给别人扣上“杀人
犯”的帽子，选择更沉着冷
静地用法律手段将真正的
凶手绳之以法，这些转变毫
无例外地体现出葛大杰的
成长，也反映了我国法治建
设的不断完善。

“没有一件冤案是有人
故意而为之，尽管葛大杰是
一个有过失的警察但当他
意识到问题后也在尽力去
弥补自己的错误，我觉得这
才符合真正的历史。”编剧
赵冬苓用真实来评价这位
历经沧桑的人物，“葛大杰
一个非常好的艺术形象，包
括李幼斌本人我也非常喜
欢，他用真诚感动了我，演
绎出了我心中的那个葛大
杰。”

（小标题）老戏骨也要
“三省吾身”

《亮剑》火了“李云龙”，
也让观众们逐渐认识了这
位大器晚成的优秀演员，自
16岁登上话剧舞台起，李幼
斌的从演之路并非一帆风
顺，打杂工、跑龙套是家常
便饭，很长一段不温不火的
日子却没有使他放弃：“兴
趣比较重要，但干我们这一
行执着很重要，还有就是心
态要放平和。”他认为做演
员最重要的就是执着和心
态，太功利不好，我们那时
候真的不是这样的，一旦目
标放得远大了，就会让自己
亢奋，就觉得什么都能演
了，我觉得这对于演员来说
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当被问及此次接演《因
法之名》的原因时，李幼斌
承认一开始是被剧本所吸
引：“我非常认可莫言说的
那句话，电视剧剧本也是艺
术，可以作为文艺作品来
读。”在他看来，中国的电视
剧要想真正发展好还是要
靠好剧本，“赵冬苓老师做
到了，《因法之名》的剧本写
的太好了，既有曲折的故事
情节又有情感丰富的人物

支撑，我看到第一眼就爱上
了。”

然而，一向对自己要求
很高的李幼斌并不满意自
己这一次的表现：“现在一有
时间我也会看看播到哪集
了，主要看演的是不是对，是
不是准确，是不是有什么问
题，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演
员需要做的事情，看到电视
里的自己我觉得做的还不
够好。”其实这类严肃题材会
使很多影视从业者望而却
步，而李幼斌认为：“用正常
的方式来叙述故事就没有
问题，秉着一颗真诚的心，
表明我们勇于直面和改正
曾经错误的决心，这也反映
出我们国家司法制度的不
断完善和进步，这是一件很
有意义的事。”当一段冤案被
纠正推翻后，法律层面的纠
错即便已经完成，但对每个
人的良知和心灵的考验才
刚刚开始，曾有人发问“迟来
的正义还能算正义吗？”对
此，李幼斌也有着自己的看
法：“没有什么迟来不迟来，
如果不是正义的话，我们的
国家就不会去平反这些冤
假错案，迟来的正义也是正
义。” （据《北京青年报》）

《六人》：探秘泰坦尼克号
6名中国幸存者脱险真相

新华社消息 近日，电
影《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
国幸存者》（以下简称《六
人》）于第18届全国院线推介
会上亮相，官方首发先导海
报，诚邀观众一同探秘6名幸
存的中国乘客，如何脱险于
百年前沉没的巨轮。

从1912年4月15日泰坦
尼克号沉没的那天起，百年
来，探寻其沉没真相的话题
便从未停止过。据公开资料

显示，那天共有1517人遇难，而幸存者伴随着这场真相不
明的灾难，成为了无数书籍和电影都在不断诉说着的传
奇。在这个故事中，有6个人背负着历史的骂名又被时光所
遗忘。这6位幸存者与我们有着割舍不断的民族血缘，他们
就是泰坦尼克号上的6位中国幸存者。

电影《六人》将追踪这六位中国幸存者在泰坦尼克号
事件后的下落，一点一滴拼凑出他们不为人知的人生轨
迹。本片着力于探秘这些看似普通的人是如何不可思议地
逃出生天，以为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面对的却是毫无
依据的诋毁，并在抵达纽约港的24小时之内被驱逐出境，
力求还原人类历史上著名的沉船事件中被遗忘的真相。

电影《六人》从筹备制作以来已获得多个奖项，2015年
广州纪录片节被选为最佳项目，2016年曼谷纪录片行业盛
会获得亚洲最佳奖项，2017年影片参加世界上最著名的纪
录片节，2018年荣获新鲜提案大奖银奖和最佳人气项目。
而《六人》的首支预告一经露出，#泰坦尼克号上6位中国幸
存者#的话题便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强势引爆海内外
各大媒体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预告片在各媒
体平台上累计达到了逾2000万次的播放量。

《中国证券报》消息 华
谊兄弟4月26日晚间发布
2018年度业绩报告。报告
期内，华谊兄弟实现营收
38.9亿元，同比下降1.4%，
净利润亏损10.93亿元，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亏损
11.81亿元。整体来看，2018
年公司重点电影项目的票
房失利和商誉减值成为拖
累业绩表现的最主要原
因。公司表示，近期董事长
王中军已经回归，将重点
重建公司主营业务尤其是
影视制作优势。目前来看，
在缺席2019年一季度之
后，华谊兄弟储备的多个
影视项目将在暑期档开始
陆续上映。其中反映四行
仓库保卫战的电影 《八
佰》、喜剧电影《伟大的愿
望》等目前备受关注，票房
表现值得期待。

报告期内，华谊兄弟
影视娱乐板块实现主营收
入36.57亿元，较上年同期
相比上升8.39%。电影方
面，业绩贡献来自于期间
上映的《芳华》、《前任3：再
见前任》、《遇见你真好》、
《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小
偷家族》、《江湖儿女》、《找

到你》、《胖子行动队》和
《云南虫谷》等影片。其中，
报告期内上映的跨期爆款
影片《芳华》和《前任3：再
见前任》共计入19亿票房，
占其影视板块全年主营收
入近52%，但后续其他项目
表现不足，尤其主投主控
的两部大片《狄仁杰之四
大天王》和《云南虫谷》票
房成绩不达预期。可见，华
谊兄弟具备爆款能力也有
项目储备，但持续性产出
爆款的能力仍亟需提高。

目前，管虎导演的战
争巨制《八佰》已宣布定档
7月5日上映，该片是亚洲
首部全程数码IMAX电影；
田羽生导演的新作《伟大
的愿望》定档8月9日上映，
将爆笑上演患难兄弟情，
两部影片有望接连掀起
2019年暑期档观影热潮。
另外，周星驰导演新作《美
人鱼2》及根据现象级手游
改编的电影《侍神令》（原
名《阴阳师》）已杀青进入
后期制作阶段，陆川导演
的《749局》也已开机拍摄，
有望在2019年年内陆续上
映。华谊兄弟与其他导演
合作的多部影片也都陆续
进入筹备阶段。

剧集方面，电视剧《好
久不见》、网剧《嗨！前任》
和网络大电影《快递侠》播
出后反响不俗，《快递侠》
是华谊兄弟动画IP影视化
呈现的一次新尝试。另外，
华谊兄弟还参与投资了
《七月与安生》、《边境》、
《绝密者》、《孤战之生死营
救》、《喵喵汪汪有妖怪》、
《少女的奇幻日记》、《喜欢
你时风好甜》、《火王》、《天
乩之白蛇后传》、《丐世英
雄》、《欢喜猎人》、《人间烟
火花小厨》、《斗墓占花魁》
和《生活对我下手了》等多
个影视项目。

目前，华谊兄弟出品
的网剧《古董局中局之鉴
墨寻瓷》已经杀青进入后
期制作阶段，《光荣时代》
即将于5月初杀青，并有望
在年内开播，该剧尚未开
拍就入选了2018~2022年

“记录新时代工程”北京市
重点选题规划电视剧片
单。另外，华谊兄弟参与投
资的《古董局中局之掠宝
清单》、《宣判》、《心宅猎
人》等多个剧集项目也将
陆续投入制作，都有望给
华谊兄弟业绩带来更大增
量。 （张玉洁）

华谊净利亏损10.9亿 《八佰》定档或扭转局势

李幼斌: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