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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6 日起，由柳云龙监
制、殷飞执导，柳云龙、苏青、梁冠
华、李立群主演的大型谍战剧《胜
算》在广东卫视、北京卫视、爱奇
艺等多个平台播出。

据实改编，取材军事档案

《胜算》讲述上世纪40年代，
潜伏在日伪警察局的中共地下党
员唐飞（柳云龙饰）联合苏联特
工，刺杀日本特工头目，成功实施

“穆丹乌拉”计划，粉碎日军惊天
阴谋的故事。

该剧根据史实改编，取材自
尘封多年、首次面世的前苏联军
事档案：莫斯科保卫战期间，苏联
红军远东精锐西进驰援，日本关
东军“北进派”认为有机可乘，意
欲出兵远东。为解腹背受敌之
危，中共与苏共情报人员联手实
施了“穆丹乌拉”计划。

为了还原东北日据时期光怪
陆离的城市风貌，《胜算》剧组跨
越江苏、浙江、辽宁三省近2000
公里取景，称得上“大手笔”。导
演殷飞介绍：“整个故事没有局限
在简单的对抗层面，而是突出了
我党高级谍报人员和苏军地下党
的共同合作，这种合作对敌的叙
事有着国际化的视野。”

该剧在2015年已制作完成，
但因故延迟到近日首播。虽然是
时隔5年的“积压剧”，但视觉效
果并未打太大折扣，盖因剧组在
拍摄之初，便在服化道上颇为用
心。导演殷飞本身是东北人，对
东北生活非常熟悉，因此剧组对
影视城作了仔细的改造：“东北的
冬天不管多冷，街上都会有卖冰
棍、吃冰棍的，再比如办公室取暖
的壁炉，街上的叫卖……包括唐
飞的两个耳暖，都是东北特色的
呈现。”

甩掉光环，柳云龙演起结巴

一部经典谍战剧《暗算》，让
柳云龙为观众熟知。在那之后，
他又陆续主演了《功勋》《血色迷
雾》《告密者》《断刺》《风筝》等多
部谍战佳作。其中，柳云龙塑造
的角色，无论是一呼百应威名赫
赫的“六哥”郑耀先，抑或是心思
缜密沉着冷静的“英雄”安在天，
都是走路带风、气场十足的人物，
这也让柳云龙贴上了“谍战杰克
苏”的标签。

此次，柳云龙在《胜算》中同
时担任监制和男主角，他饰演的
林河警察厅刑事科科长唐飞不再
拥有完美人设和主角光环，而是

一位颇有喜感、带点痞气甚至傻
气的结巴警察。这与柳云龙之前

“狂拽酷炫”的荧屏形象大相径
庭。

“我不想再演一个柳云龙式
的唐飞。”柳云龙称，在《胜算》拍
摄之前，他就和导演殷飞达成了
共识，希望这部剧能改变观众对
谍战剧的一些固有认知：“谍战剧
也可以幽默，也可以喜感，也可以
接地气，有满满的人情味。”柳云
龙认为，“结巴”是一层保护色，唐
飞的工作性质是在刀尖上行走，
每天都在面对豺狼虎豹：“他如果
是个结巴，首先留给对方的印象
就比较憨厚，这也能给自己提供
更多可思考的空间和时间。”

片中的男女对手戏也颇有看
头。因《延禧攻略》中“尔晴”一角
爆红的苏青与柳云龙首次搭档，
演绎一对若即若离、敌友难辨的
特工搭档。两人一邪一媚，“结巴
警长搭配妩媚女警”的组合颇有
新鲜感。

配角精彩，李立群等人助阵

除了男女主角之外，《胜算》
中还有李立群、梁冠华、钱波、雷
汉、申军谊等众多实力派演员加
盟。

李立群饰演的警察厅厅长方世
宝是个“官场油条”，他表面上与唐
飞称兄道弟，实则亦敌亦友。对于
李立群与柳云龙的对手戏，殷飞评
价：“绝对是飙戏！他们二位特别默
契，这种默契对我来讲非常有冲击
力。很多时候他们的戏都是‘现挂’
的，比如我们原来只写了不到半页
纸的长度，但我如果不喊停，他俩就
能一直演下去。”

老戏骨梁冠华此次一改往日形
象，挑战腹黑反派。他饰演的保安
局局长福原，是一个生长在哈尔滨
的日本人，一心想证明自己的忠
诚。唐飞就抓住并利用他的这一心
理，诱使其一步步走向“翻车”。而
梁冠华身穿制服、留着膏药胡子、架
着一副小眼镜的全新形象，也让不
少观众觉得新鲜：“这还是我认识的
梁老师吗？”

另外，剧中还能看到许多“柳氏
谍战剧”里熟悉的面孔，比如曾在
《风筝》中饰演“宋孝安”和“赵简之”
的侯煜和刘名洋，此次再度出演唐
飞的左膀右臂。然而，随着剧情的
发展，两人的心态和立场也发生了
转变。导演殷飞分析：“他们在那个
时代、那个环境中随波逐流了。”柳
云龙则表示：“‘我’身边的人一定有
好有坏，这才有人情味。”（新华网）

新华社天津7月21日
电 天津戏剧博物馆（广东会
馆）21日对外发布消息称，
因整体修缮，天津戏剧博物
馆（广东会馆）将于7月 27
日起暂停对外开放。据悉，
该馆暂定闭馆一年，修缮后
将以全新的面貌重新开放。

广东会馆始建于1903
年，由时任天津海关道唐绍
仪和英商怡和洋行买办梁炎
卿等人共同倡导旅津的广东
籍商人捐资兴建，作为旅津
粤籍商人在津创业、互助、休
养、聚会、休闲、娱乐、聚会的
场所。

1986年1月，在广东会馆
旧址成立了中国第一座以戏剧
为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并对外
开放。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全国优秀近代建筑和天津市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广东会馆建筑风格融南北
建筑特色，木雕、砖雕、石雕是
其三大特色。

天津戏剧博物馆有关负责
人介绍，因年代久远，广东会馆
部分建筑老化，亟需修缮。闭
馆期间，博物馆将在做好预案
的前提下，对文物建筑进行整
体维修和科学保护。

逾百年历史天津戏剧博物馆
（广东会馆）闭馆大修

新华社西安7月21日
电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
究院近期发布消息，考古工
作者在位于西安市东郊的白
鹿原上发现的一组西汉早期
墓葬群，出土500余件（组）
器物及2000余枚玉衣片。

2018年3月至2019年
5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西
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
灞桥区栗家村西发掘一处西
汉早期墓葬群，共发掘古墓
葬27座。

据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
研究院该发掘项目负责人朱
连华介绍，这次考古发现的
西汉早期墓葬从形制上可分
为竖穴土圹墓、斜坡墓道土
洞墓、斜坡墓道土圹墓，其中
4座墓葬形制较大。

在这4座墓葬中，一号

墓为东西向“甲”字形斜坡墓道
土圹墓，木椁箱内有四套相对
较为完整的车马器件组合。出
土器物有陶鼎、盒、壶、舞女俑、
伎乐俑、编钟、编磬、铜镜、金
饰、骨饰、封泥等共190余件
（组），还在椁室内出土玉衣片
2200余枚，并出土封泥两种。
二号、三号、四号墓葬也均为斜
坡墓道土圹墓，出土了大量陶
器及金属器物。

朱连华说，在这个墓葬群
中，一号墓规模最为宏大，其出
土的玉衣片、带有“家丞”字样
的封泥，以及完整的陶质伎乐
俑、编钟、编磬组合等，表明墓
主身份应不低于列侯级。这4
座西汉墓当属于霸陵陪葬墓，
这些墓葬的发掘对于了解霸陵
陵区的构成以及陪葬墓的葬制
具有重要意义。

西安东郊西汉早期墓葬群
发掘古墓葬27座

2020年国庆档首部大
片来了，它就是《我和我的祖
国》的姊妹篇《我和我的家
乡》。7月20日，该片曝光
定档海报，正式宣布将于国
庆上映。该片延续集体创作
方式，由张艺谋担当总监制，
宁浩担任总导演，张一白担
任总策划，宁浩、徐峥、陈思
诚、闫非&彭大魔、邓超&俞
白眉分别执导五个故事。

与“祖国”不同的是，
“家乡”不仅是一部集体创
作的国庆档大片，更是一次
中国电影人集结救市的实
际行动。

在最新发布的定档海报
中，九位导演以手绘形象亮相，
呈现喜剧欢乐气场，也展现出
不同寻常的想象力。他们共同
乘坐着一架以鞋子为雏形的

“飞艇”，向着远方前进，有的手
持摄影机，有的高举打光灯，剧
本不离手，拍摄不停歇，所有导
演同心协力创造光影故事，电
影人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呼之欲
出。画面里祖国大好河山一览
无余，祥云环绕，山清水秀，长
城、天坛、布达拉宫、三潭印月
等名胜古迹隐藏其中，暗示了
电影拍摄地贯穿祖国东西南北
中五地。 （人民网）

《我和我的家乡》定档国庆
中国电影人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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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7月21日电 由文
化和旅游部、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
的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
会（CCG EXPO）20日在上海世博
展览馆顺利落幕。

作为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上海举办的首个大规模国际动
漫展，本届博览会在线上线下均
备受关注，为期5天的展会共迎来
超过8万名观众，主办方直播的全
网在线观看总量超过1000万次，
为动漫游戏行业的疫后复苏提振
信心。

3米高的高达塑像、制作精良
的哪吒手办……展会期间，腾讯视
频、东方明珠、万代、HOT TOYS
等 250家中外参展商为观众带来
热门衍生品，其中不乏首次进入中
国大陆市场，甚至全球首发的商
品。现场的各个展位前都能看到
动漫爱好者和网络游戏玩家有序
排队、购买商品，文化娱乐消费意
愿强烈。

“这是我们今年线下参与的第
一个展会。”日本玩具制作公司良笑

（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铃木诚
告诉记者，本届博览会不仅是很多动
漫游戏迷今年参与的首次观展，也是
不少展商的重要首秀。

铃木诚表示，近年来，中国动漫
游戏行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用户人数
也不断增长，市场极富活力。进入中
国市场约10年，目前，中国大陆的市
场销售额在公司全球销售额中占比
已达约25%。

本届展会从严落实各项防疫措
施，采取“一票一人、一码一证”的入
场方式。观众需提前完成实名制购
票及预约，抵达现场后出示“健康
码”、测量体温，并佩戴口罩，方能进
入展馆。现场还配备了专业医生，并
组建志愿服务队，时刻提醒现场观众
保持距离、安全观展。

本届博览会对舞台、展位上的精
彩内容进行了直播，带网友“云参观”
展览，还邀请影视、动漫、游戏及潮流
文化方向的专家和从业者，围绕“创
意文化产业”“后疫情”“跨界海外合
作”等话题进行探讨，为观众提供业
内动态。

为市场复苏增信心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
博览会吸引逾8万名观众

7月20日，歌唱家龚琳娜在上海夏
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上演唱。

当晚，为期10天的2020上海夏季音
乐节开幕。开幕音乐会上，余隆执棒上

海交响乐团演绎西贝柳斯的《图翁内拉的天
鹅》《忧郁圆舞曲》和斯特拉文斯基《火鸟》组
曲，并携手龚琳娜带来老锣的歌曲《静夜思》

《山鬼》。 新华社发

2020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

新华社香港7月21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
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21日表示，祝贺香港著
名导演许鞍华荣获第77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授予
的终身成就金狮奖。

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公报，许鞍华是首位获得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狮奖的华人女性导
演。著名好莱坞导演吴宇森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
华人导演。

邱腾华表示，许鞍华是近代香港以至亚洲电影
业的先驱，这项殊荣印证了她对电影业的非凡贡
献。“她以独特的电影语言和视觉风格，成功地向世
界各地观众展示香港电影制作人高水准、细腻而富
有情怀的作品，她的成就让我们引以为傲。”

邱腾华说，香港电影业在过去一年面对严峻挑
战。为重新启动香港电影业，特区政府通过“电影
发展基金”预留约2.6亿港元采取五项主要措施，以
增加本地电影制作、培育新进导演和编剧人才以及
加强专业培训，希望多管齐下协助业界渡过难关。

许鞍华出生于1947年，身兼影视导演、监制、
编剧，曾多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由
她导演的《桃姐》《天水围的日与夜》《女人四十》等
电影作品也多次获得金像奖最佳电影奖。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创立于1932年，是世界上
历史最悠久的电影节之一，与戛纳国际电影节、柏
林国际电影节并称为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终身
成就金狮奖是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最高奖项。

香港特区政府祝贺许鞍华
荣获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