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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1

月
14

日晚! 孟京辉话

剧 "希特勒的肚子 # 再度亮相蜂巢剧场 $

此番上演! 剧中的主角刘晓晔在舞台上一

人分饰多角! 说快板% 唱太平歌词% 变魔

术! 将各种曲艺绝活融入表演! 在舞台上

跳入跳出% 激情四射的表演! 常常令观众

捧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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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秒钟还是希特勒! 后一秒钟就变

成了希特勒的情妇爱娃& 前一分钟还是大

独裁者! 后一分钟就变成了喜剧大师卓别

林$ 当晚! 刘晓晔在舞台上一人饰演三个

角色 ! 将自己的表演才能发挥得淋漓尽

致$

其中在饰演希特勒与情人爱娃的对手

戏中!刘晓晔戴胡子 %摘胡子 !转换男女角

色!自己与自己演对手戏!累得满头大汗$尤

其是反串的'爱娃(!刘晓晔肢体语言灵活准

确!表情态度恰到好处!表演不仅婀娜多姿!

还莺声燕语! 与其本来样貌形成强烈反差!

让人忍俊不禁$ 刘晓晔扮演的卓别林让人

记忆深刻! 一出场就是一段快板书! '我

坐着坦克 ! 他们骑着驴 ! 建一个电影院 !

开在那路边))( 手上打着板! 身后有贝

斯手伴奏! 这样新式的曲艺说唱就这样融

入到了荒诞剧情中$

在剧中!刘晓晔扮演的卓别林用各种表

演手段奚落希特勒$ 这一部分的表演分别用

三弦%太平歌词%双簧%单口相声等曲艺表演

方式呈现给观众$

希特勒递过一根绳子让他自尽!卓别林

还不忘用绳子表演各种魔术!虽然显得很荒

诞!但是却将卓别林作为一个喜剧演员的天

分表演得淋漓尽致$

对于剧中刘晓晔一人饰演三个主要角

色的做法!观众一致表示认可!占到了总人

数的
56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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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肚子# 以一种爆笑戏说的口

吻塑造了滑稽的希特勒! 揭开了独裁者的

死亡之谜! 调侃了历史! 并借卓别林的视

角 ! 表达了创作者辛辣讽刺的历史态度 !

而希特勒怀孕的形象更是突出了该剧的荒

诞感$

剧中刘晓晔扮演的希特勒一出场就让

观众大跌眼镜!虽然穿着元首的服装!贴着

标志的胡子! 但是腰带却是一条白色的破

布! 看起来很有乡土气息$ 剧中希特勒全

然没有大独裁者的威严和霸气 ! 在刘晓

晔的演绎下变成了一个喜感十足的小人

物$

剧中的卓别林用喜剧的方式调侃希特

勒的人生! 而希特勒的野心则在众人的搅

和下显得更加滑稽可笑$

在这部作品中! 卓别林与希特勒哪个

更像是一个喜剧演员已经让人难以分辨 !

这种看似无厘头的演绎和戏谑方式增加了

该剧的讽刺意味$

其中希特勒被演绎成一个退休老人!他

'说着京津唐地区各种方言! 在公园遛弯撞

大树!提笼架鸟($ 在刘晓晔一人的传神演绎

下!希特勒这位大独裁者瞬间少了许多神秘

感!而显得十分接地气$

与此同时! 该剧在台词的运用上! 还

紧贴社会现实$ 其中北京连日的雾霾天气

也被调侃了一番! 作为一部看似讲述 '二

战( 背景的作品! 与当下人的生活联系十

分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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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希特勒的肚子#中!虽然刘晓晔是

独一无二的男主角!但是在剧中甘当'绿叶(

的几位演员也十分出彩$ 剧中的几位配角时

而是乐队成员!时而在舞台上表演!虽然戏

份不多! 但却常常起到意想不到的舞台效

果$ 尤其是剧中两位演员为希特勒奉献的一

段表演唱$

在搞笑的喜剧表演背后!展示了专业的

舞蹈功力$ 与此同时!该剧的歌词也不乏幽

默+'冲锋你就往后溜!别当英雄把命丢))(

其中一名演员男扮女装!在舞台上演绎了一

段'战场送情郎(的画面!滑稽的表演让人联

想起二人转$ 舞台上的搞笑场面!令在场的

观众捧腹$

而在该剧的结尾! 该剧演员并不是按照

惯例向观众鞠躬致谢! 而是一起唱起了自创

的 '情歌(! 与现场的观众来了一个近距离的

互动$ !京华"

孟京辉话剧#希特勒的肚子$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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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

日! 第四届北京

国际电影节在京举行首次新闻发布会!公布电

影节整体安排!并揭晓了两款主题海报$ 据介

绍!天坛奖入围片及评委阵容将于
8

月中旬宣

布!而开幕式将以放映开幕片替代文艺表演$

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
0

月
5*

日

至
)8

日举行$ 组委会介绍!本届电影节本着

'安全%节俭%优质%文明(原则!坚持勤俭办

节!并注重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创新完善$ 今

年将延续去年的
9

大主体活动!包括'天坛

奖(评奖%开幕式%北京展映%电影魅力,北京

论坛% 北京电影市场% 精彩在沃,电影嘉年

华%闭幕式暨颁奖典礼$ 其中!开幕式将于
0

月
5*

日晚在国家大剧院举行! 与去年不同

的是!今年的开幕式将突出电影元素!以放

映开幕片替代文艺表演$

本届'天坛奖(将颁出
56

大奖项$ 据透

露! 组委会已征集到
22

个国家的
289

部影

片!目前进入了终选阶段!将由
06

位专家选

出
54

部入围影片!于
8

月中旬公布结果$ 至

于备受关注的评委阵容!组委会透露评委邀

约工作已进入最后敲定阶段!不乏国际知名

影人!

8

月中旬将公布名单$

与往年相比!本届电影节将增设电影节

顾问委员会!成员由知名社会人士%著名电

影人%大型活动策划及营销人士组成!邀请

他们对电影节予以指导$ 另外!除了主体活

动外!今年还将增设
8

项相关活动!包括'纪

录佳作(单元%'华语电影新焦点(单元以及

'注目未来(国际展映单元$

现场发布了本届电影节的两款主题海

报!

3

款海报名为 *梦想的舞台#!

:

款海报

名为*在希望的田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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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由邓超% 俞白眉联合执

导的喜剧*分手大师#将于
*

月
19

日上映$

近日杨幂在微博曝光在片中戴口罩抗雾霾

的造型!引发网友共鸣$ 而剧组也借此发布

新版人物海报!邓超身穿红皮衣亮相!响应

杨幂号召!横扫雾霾$

据悉!该电影在内容上与俞白眉自创的同

名话剧相像度仅不到
(67

$ 俞白眉透露+ '每

当我想用话剧中的重复笑料! 邓超就会严厉

呵斥我$( 而身兼数职的邓超被曝在片场异常

亢奋! 剧组的每个角落几乎都能看到他的身

影$ 俞白眉说! '在邓超那儿没有-差不多.$(

而在片场'既自虐又虐他人(的邓超坦言!

(6

年

积累只为'博全国人民一笑($ !聂宽冕"

杨幂在%分手大师&中的造型

56789:;<=>?@

!"#$k/lmnopqFr$stu

vtwx"yz

!!!!!!

本报综合消息
1

月
1*

日晚
2

点!由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主办的
16(8

年度中国

播音主持'金话筒奖(在北京举行$央视主

持人毕福剑%劳春燕!北京电视台主持人

罗旭获得'电视播音主持个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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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金话筒奖(的颁奖典礼都见

证着中国播音主持界的成长$

1*

日!李瑞

英%宋世雄%于芳%敬一丹%王刚%张宏民%

倪萍%鞠萍%李修平%董浩等
466

多位播音

员主持人出席颁奖典礼$ 典礼一开场!

96

岁的虹云%

91

岁的亚昆%

91

岁的赵忠祥和

94

岁的陈铎等四位老一辈播音员主持人

登台!为年轻一辈鼓劲加油$ 从四位前辈

的开场词中听得到前辈对后背温暖的期

待和祝福$

当天颁出 '广播播音主持作品奖(%

'广播播音主持个人奖(!'电视播音主持

作品奖(%'电视播音主持个人奖( 等四大

奖项$ 其中!央视主持人张泉灵%沙桐%张

斌! 北京电视台主持人王小佳等人获得

'电视播音主持作品奖($央视主持人毕福

剑%劳春燕!北京电视台主持人罗旭等人

获得'电视播音主持个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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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视台*军情解码#主持人罗旭

荣获'金话筒奖(!这也让他成为中国金话

筒获得者中史上最年轻的男主持人$罗旭

透露! 当天正好是父亲的生日!'金话筒

奖(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他激动地说+'感

谢组委会为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为我省

了一份大礼/ (北京卫视*军情解码#节目

的收视率保持在同时段收视率前三名的

位置!他透露!每当累得喘不过气!想放弃

的时候!就会唱军歌减压!'我出生在军人

家庭!每当干不动的时候我就会唱起解放

军的军歌!-向前向前向前/ .(

播音主持界新人辈出!主持了
88

年*新

闻联播#的张宏民勉励年轻人+'你们的起点

高了!机会多了!我希望你们能博采众长!尤

其要增加自己的政治素养$ ( !赵楠楠"

罗旭

孟京辉话剧%希特勒的肚子&宣传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