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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

日是 !九一八事变"

&'

周年纪念

日#几部抗战剧昨晚登陆各大卫视#掀起新一轮抗战剧播出高

潮$ 昨晚在北京卫视首播的%红色&开启了悬疑推理的抗战剧

模式'另一部由陈思成(杜淳(王丽坤主演的%战神&则是耗资

"()

亿元打造的战争史诗剧$ 另外#抗战大戏%决胜&也以纪念

!九一八"为由头开机#在开机仪式上#导演阎建钢申明
*

大

!军规")不做雷剧(不做俗套剧#更不能再把抗战戏拍成神剧#

他表示会对每个环节做验收#尤其是动作与烟火爆破的班子#

力求每一个环节(每一处细节都能禁得起考验#绝不以!抗战

娱乐"的粗劣创作方式去消遣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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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北京卫视开播的%红色&以
%$*+

年淞沪会战落幕(上

海沦为孤岛时期为背景#讲述了一位看似普通的会计徐天*张

鲁一饰+#因帮助运送一批抗战医药物资而卷入了一场腥风血

雨的厮杀$

区别于以往的抗战剧#%红色& 中并没有展现传统抗战剧

必备的常规元素#取而代之的是用惊心动魄的案情(环环相扣

的推理来推动故事发展$

曾创作过%重案六组&的知名编剧徐兵这一次将!破案"的

特长发挥到了抗战剧中$ 整部戏风格借鉴了诸多国外侦探书

籍及电影#局中局(谜中谜(案中案#谁在说谎(谁在操控#一系

列!罗生门"事件不看到最后#永远不知道谁才是幕后真正的

操盘手$

%战神&昨晚登陆江苏(贵州(黑龙江卫视$ %战神&初始预

算是
%

亿元#成品出来#耗资
%()

亿元#创下了国产战争剧投

资之最#是一般战争戏的三四倍$该剧讲述了!战神"龙大谷经

受战争洗礼的人生$

该剧出品人程力栋介绍# 战争戏占到 %战神& 整部剧的

,-.

#为了最大程度还原战争场景#剧组特别重金请来韩国导

演梁吉永团队拍摄大场面战争戏#%集结号&(%一九四二&等场

面恢宏的大戏均出自这位导演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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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开机的抗战剧%决胜&由阎建钢执导#身为电视

剧导演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阎建钢多年来一直都在主张整治

行业内浮华创作风气#呼吁行业自律#他认为电视剧展现的是

一种共同价值与共同审美#如果这个领域乱了#那所造成的遗

毒是不可被低估的$

阎建钢认为近年来部分抗战戏的低级创作表现伤害了影

视行业#同样也伤到了大众的民族情感与历史认同$抗战剧不

雷不俗不神#才会有自己的生命$

在主演方面#王千源与吴刚这两位影帝在%决胜&中成为

对手$王千源饰演一位有过留洋经历的大学教授#而后加入抗

日队伍中成为整个团队的!大脑"'而吴刚将出演一个深具谋

略与智慧的日军少将$无论是王千源还是吴刚#在剧中的角色

都不会是以往抗战剧中千篇一律的模板$

编剧宋方金表示#%决胜&的故事蓝图几易其稿#从创作初

始至今已经历了
&

年#而今的框架是写知识分子的抗战#斗智

大于斗勇#斗法大于斗狠#是比较鲜见的戏剧模式#有着很强

的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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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伟
"

!战神"耗资
#$%

亿元#创下了国产战争剧投资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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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央视%星光大道&栏目

至今已开播十年$

$

月
"+

日#在央视为其举

办的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对其始终遵循贴近

百姓的原创风格高度肯定#而一干主创却对

台下坐着的台长猛哭穷$ 嘉宾梁宏达透露#

%星光大道&一期的制作费仅
0-

万元#还不

到%中国好声音&的十分之一$

%星光大道&是央视
0--,

年
/-

月
$

日

开播的大型综艺节目# 十年来推出了阿宝(

李玉刚(凤凰传奇等从民间(农村走向舞台

并成为耀眼明星的众多歌手#至今仍保持着

高且稳定的收视成绩$与会专家认为#%星光

大道&长盛不衰的秘诀在于它深深地扎根于

百姓土壤(民间文化$

%中国好声音& 第三季已经呈现收视疲

软# 而 %星光大道& 能在十年间保持稳定

的收视$ 梁宏达解读# 任何一种文艺形式

时间长了都有审美疲劳# 但 %星光大道&

有个好处# 既有选手音乐才艺展示# 也有

很多语言节目的东西# 看一次 %星光大道&

就等于每周看一次微缩版春晚#这是最接地

气的欣赏方式$

主持人毕福剑则检讨%星光大道&的不

足之处在于和老百姓沟通还不足$ 他举例)

!我们的情况不说大家也能感觉出来$ 很多

情况是按部就班#观众想报名#想做什么#非

常难#海选#还是哈文主任专门申请#才允许

的$ 要不然中央电视台就是北京电视台$ 所

以我们也在努力改正这些不足之处$ "

借着毕福剑的话茬#梁宏达向央视领导

哭穷#!%星光大道&的制作费用有多少#过去

一集不过区区的
0-

万元# 现在才涨了一点

儿#跟人家比也不过是十分之一(八分之一

的成本#但它最终收获的口碑和给中央电视

台带来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不是用成本衡

量的$ 我希望今后台里如果有这样的机会#

适当地提高一下%星光大道&整体的制作费

用和%星光大道&主创人员个人的收入#包括

嘉宾的收入$ "

作为%星光大道&的主管领导#曾任春晚

总导演的哈文也顺水推舟#在最后总结发言

时打趣说)!老毕
/1

日晚上给我打电话#说

让我最后发言是因为他们挺穷的#不能管大

家饭#让我最后说完得罪人,," %金力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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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青春情感励志电影%逆爱&日前正在

广西南宁热拍$

$

月
/0

日#王姬的戏份杀青#她坦言此次

虽然再度饰演母亲一角# 但却完全颠覆了她以往的影视

形象#片中角色的遭遇也让她感同身受$

%逆爱&中#王姬扮演的是一位富豪太太#她也兴奋地

表示!终于有钱了一把"$ 不过这个角色面对孩子的教育问

题却伤透脑筋$ 在现实生活中#王姬也常年在外拍戏#她坦

言深感自责)!和%逆爱&中我饰演的这个角色一样#我和孩

子平时也是聚少离多$ 但让我欣慰的是#我的女儿现在已

经顺利从纽约大学毕业#性格也非常独立#如今她学成归

国#我们的交流也变得多了起来$儿子因为生病#之前一直

由我妈妈悉心照顾# 我很感恩# 我最佩服的就是我的妈

妈$ " %聂宽冕&

>?@ABCDEF

QRSTUVWXY8Z[\]

!!!!!!

我们每个人都听过一句话!要为自己的

行为负责" 听惯了也说惯了#而笔者直到中

年$才慢慢懂得%比如你喜欢吃$可能你就要

承担吃的后果!发胖&三高&痛风'你若爱速

度与激情$ 就要对一切风险做好思想准备!

车祸&意外&生死不知'你要吸毒的话((

23

$不用问了$以后你的身体交给了魔鬼$

你的家庭&你的职业&前途也一并就这样毁

了'你要是嫖娼&一夜情乱搞$也许社会不能

如何你$也许你的配偶会原谅你$但作为公

众人物$往往第一时间失去观众)**尤其女

观众的芳心$那么$前途堪虞%

笔者可以举出一大堆名字$因为私生活

失败而名声扫地&混不下去的%远的不说了$

近的至少有薛蛮子$ 他出狱后再怎么做公

知$网民总忍不住在心里嗤的一声!你连自

己都管不好$就别扮演名人管我们了% 更近

的当然是王全安$他出事之后$中国电影导

演协会会长李少红表示!+我们五大协会,中

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导演协会&演员协会&文

学协会&发行放映协会-之前联合发了公告$

这次希望再次重申$那就是我们的态度%.虽

然李少红事后声

明这不是开除$虽

然五大协会也不

是行政机构$有关

呼吁不是行政上

的指令$ 但可以想象王全安将来的职业前

景%

这算圈内人落井下石吗/ 恐怕不是% 所

有演艺人士的衣食父母是观众$至少女观众

全讨厌嫖娼)))观众讨厌$投资人还要找他

拍电影/ 恰如明知道大家不喜欢地沟油$还

大张旗鼓往上端%

这是商品社会的好处$一切都由市场说

话%人民群众最纯朴的是善恶心$都靠+用脚

投票&用钱投票.来表示% 你为你的行为负

责$我们为我们的钞票负责%

所以$如何做一个负责的人/简单来说$

就是爱自己$也爱那给你饭吃的人群% 如果

两者冲突$要么+不吃这碗饭了.$退隐江湖'

要么+我为了你们牺牲我自己.%饭碗重要还

是欲望重要/ 这么简单的答案$不需要有人

来告诉了% %叶倾城&

王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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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张一白新片 %匆匆那

年&将于
/4

月
/4

日公映#片方
$

月
/+

日发

布了中学时光人物海报和!那年的我"制作

特辑$ 几位主演集体回忆校园青春往事#彭

于晏调侃男生穿校服爱招摇#倪妮称最怕死

记硬背的课$

海报中#

1

位主角均穿着校服亮相$ 彭于

晏大谈校服时尚经)!男生的校服就是要大才

好看#大家都是想要招摇嘛$ "

倪妮透露上学时最怕的就是需要死记硬

背的课$郑恺则一副!理科无能"的样子)!数理

化我一直都不行$ "

对于校园恋爱的话题#几位主演也有话

说$魏晨称高中时曾暗恋过一个!学习好#长

得好看#老师又喜欢她"的女生'陈赫则称

和喜欢的女生是一见钟情)!就告诉她身边

所有的同学我要追她$ "

%吕莉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