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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导过!盗梦空间"!蝙蝠侠"三部曲的好莱坞大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名声震动全球$诺

兰编剧并执导的最新作品!星际穿越"于
!!

月
!"

日登陆中国内地影院%

!!

月
!#

日$他不远

万里带着本片的两位主演来了$他已经够大牌了$而他的两位主演更是全球知名的大明星安

妮#海瑟薇和奥斯卡影帝马修#麦康纳$他们都来到了中国上海%试想一下$那是什么场面&也

许$去看!星际穿越"你能够领略$因为它已经被提前看片的记者誉为一部'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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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兰的科幻巨制!星际穿越"不仅汇聚

了马修#麦康纳$安妮#海瑟薇两位男女一

号%还有杰西卡#查斯坦$迈克尔#凯恩等好

莱坞诸多一线巨星加盟&

有人算了一下% 影片整体阵容囊括
$

位奥斯卡金像奖得主$ 共获
%

个奥斯卡小

金人%更有
&'

次奥斯卡提名&

&&

月
(

日在

上海百丽宫影城
)*!+

影厅%该片举行了

媒体超前点映场%近百名全国各地的媒体

记者到场感受这部巨制& 近
,

个小时的观

影过程堪称是惊艳流畅而令人震撼的超级

体验%其独特的影像风格与科技特效的娴

熟运用令本片的感官刺激度抵达了'心跳

加速(的程度& 结束时%'余韵未消(的媒体

记者们集体起立鼓掌&

有媒体记者称%!星际穿越" 可谓
,'-

度无死角地演绎了'完美(%'无论是视觉特

效$摄影$配乐还是感受度%每一帧每一瞬

都让人惊艳&

更别提主演们)开挂*般的演技%简直

无懈可击& (更有人直接表示%无法言说观

影体验%'这是一部)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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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上海看起来满是好奇$ 神采飞扬

的克里斯托弗#诺兰
&&

月
&-

日才现身接

受全国记者的采访% 而采访的要求之一便

是'一定要先观影(&相较于之前%诺兰喜欢

自己动手做编本外%这次!星际穿越"的剧

本是诺兰的弟弟乔纳森#诺兰亲手操刀的&

不过%诺兰却对弟弟有点'不满(%他说这个

剧本是弟弟写给斯皮尔伯格的+'原本斯皮

尔伯格打算拍的&但是我看到剧本非常好%

就抢先拿走了& (

抢过来后% 兄弟之间对剧本当然还有

不同的意见%对诺兰来说%如何在兄弟情与

创作严谨中找到一条中和的路是整个筹影

过程中最头疼的事&不过%天才型的电影人

诺兰在弟弟的剧本中融入了很多自己的想

法和理解%为了使这一切更有科技的高度%

他还邀请到著名天体物理学家霍金的好友

基普#索恩教授参与剧本创作%诺兰还满脸

放光地告诉大家+'霍金也是我的好朋友&

他给我们的剧本提出了很多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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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际穿越"涉及了众多科学名词与

科学理论%无论是虫洞$黑洞$自重力等物

理概念%还是墨菲定律%时空转移等理论%

似乎都显示出它是一部有些门槛的科幻

电影&

对此%诺兰觉得%观众完全不用有任

何心理负担+'你看
--%

电影的时候%如果

看到
--%

拆弹的情节%你会去想
--%

具体

是怎么拆弹的吗,所以观看!星际穿越"也

一样& 你只要去看就行%那些科学概念究

竟是什么%不用去搞清楚&尽情享受!星际

穿越"带来的奇妙旅程吧& (

当天诺兰的神采飞扬与心情大好%可

以看作是诺兰首次到中国的一种'激动(%

一到发布会现场%诺兰更掩饰不住地大赞

道+'中国很好%能来到中国是一个很难得

的机会%上海还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

诺兰告诉中国记者们%他最欣赏的中

国导演是张艺谋%'他的电影!菊豆"非常

棒&(本片的美女监制艾玛#托马斯正是诺

兰的夫人%在对中国电影的喜好上%两人

口味完全一致%她也表示自己'非常喜欢

张艺谋导演和!菊豆"& (对于夫妻档的合

作% 艾玛#托马斯觉得非常棒+'亲密的夫

妻关系反而让两人在工作过程中可以坦

诚相待%更好地合作& ( )杨晚*

克里斯托弗#诺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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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

日%影片!太平

轮"在京举办发布会& 章子怡和导演吴宇森

跳起!太平轮"版华尔兹%重现影片经典画

面& 吴宇森透露%片中华尔兹源于追太太时

的恋爱绝招&

章子怡称能遇到影片中的'于真(是她

的福气%'导演对影片情深如海%好几次戏里

人物掉眼泪时他都会落泪%跟着这样的导演

是演员的幸福(&

片中章子怡的登船卡上一句'与其把生

命交给战争%不如献给爱情(的宣言颇有反

战意味&

吴宇森现场解释了 '与其体 ( 的由

来% '这句台词代表着乱世年代里众生对

于爱情的诚挚渴望% 完美地诠释了爱情的

伟大&(

说到兴头 % 吴导也造了一句 '与其

体(%'以前太太总是抱怨我把浪漫交给了

电影%把寂寞留给了她& 其实%与其把浪漫

带给电影%不如把老婆也带到电影里& (吴

导还透露片中华尔兹源于追太太时的恋

爱绝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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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年全国乒乓球锦

标赛前天落幕% 北京队的马龙和丁宁双双

在单打决赛中被击败%屈居亚军&

这是国际乒联启用新球之后第一次全

国大阅兵%包括张继科$马龙等在内的国乒

名将悉数出战& 男单决赛在马龙和新锐樊

振东之间展开& 樊振东拼得很凶% 最终
#/.

赢得比赛& 女单丁宁也遭遇阻击%面对国家

队队友朱雨玲%丁宁打得有些急躁%最终
./#

遗憾屈居亚军&

北京乒乓球队两项单打挂银牌%双打方

面依靠丁宁和刘诗雯的强强组合%和广东队

分享了女双金牌& 男双决赛%马龙和张继科

配对却以
./#

输给了许昕
0

樊振东& 张继科还

因为迁怒自己发挥欠佳%摔了球拍%而吃到

严重警告%并遭现场观众嘘声& )毛?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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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现代舞团打造的

新版舞剧 !十月#春之祭" 将于
&&

月
&$

日

在天桥剧场上演% 与去年首演不同的是%

这次崔健升级为总导演% 为新版 !十月#春

之祭" 添加了鼓手% 并对多媒体和灯光进

行了大量的调整&

崔健此次由音乐总监升级为总导演%他

称自己并不是玩票%'有好的现代舞团来北

京演出%我都会去看& (

崔健坦言对现代舞存敬畏之心 %这应

该是最纯粹的一块艺术领域 % 没有商业

味%'我写过一个观后感%这些跳现代舞的

人%虔诚像教徒%辛苦像农民工%感性得像

一群疯子%理性得像哲学家& ( )许青红*

章子怡和导演吴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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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湖人
&&

月
&-

日坐镇

斯台普斯迎战黄蜂% 林书豪和科比同时砍

下
.&

分%布泽尔和希尔也同时上双%最终湖

人
&-%/(.

击败对手% 止住了
$

连败的同时

取得了新赛季首胜&

科比对湖人的状态表示满意%'我们在防守

端很努力%不给他们轻易出手的机会&说真的我

之前没太在乎别人说什么%但如果我们以
$

连

败开局%那肯定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

林书豪当日
&.

投
1

中%赛后很多记者围

堵他%萨克雷也开玩笑说%林书豪威胁到科比

的人气&林书豪认为%自己还是像往常那样打

球%他与科比正在互相信任对方%这需要一个

过程& 湖人球员戴维斯则在推特上圈了巴克

利%'你终于可以开始吃东西了& (

巴克利上周在电视节目中表示%除非湖

人赢球%否则自己将绝食& 美媒和球迷调侃

巴克利有饿死的危险% 但湖人却用一场胜

利%为巴克利送上了温暖& )周磊*

科比)右*带球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