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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投资!

!

次撤资!"北平无战事# 的诞生过程确实有些

坎坷$ 春天融和董事长杨晓伟是在"北平无战事%拍摄了将近

一半的时候看到"北平无战事%剧本的!曾经一手打造过"火线

三兄弟% 等十几部重量级大戏的她对市场一直有着自己的判

断$在几家投资方有意转让的情况下!读完剧本后的杨晓伟情

绪久久不能平静!她觉得这是从业以来极少看到的优秀剧本!

并萌发了接盘的冲动$用超过一亿元的资金全盘接下"北平无

战事%!杨晓伟的这一想法把圈里所有的人都惊到了!因为大

家都很清楚!"北平无战事% 的发行与播出风险之大是前所未

有的$ 更让大家吃惊的是!杨晓伟从做出接下全盘的决定!到

付款只用了一周的时间$

从
"#$%

年决定接盘的那一天起!"北平无战事%所有的风

险就都压到了杨晓伟的头上$ 这意味着如果"北平无战事%成

功了! 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将是胜利者& 而如果 '北平无战

事% 失败了! 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失败者将只有她一个人 $

(这个剧本我是一气呵成看完的! 从事影视行业这么多年!

能在这样一个阶段遇到这样一个难得的项目! 有最好的剧

本) 最好的导演) 最好的团队! 这是一个可以带来持续影响

力的作品* 前面所有参与的人+ 投资人) 主创团队都是倾注

了所有的心血! 这就像是一个接力比赛! 前面所有人都拼尽

全力做到了最好!所以我做出了接盘的决定!决定接下这最后

一棒,基于多年的经验判断!-北平无战事%不是一个经济性很

强的项目!但我真的不认为这部戏会赔钱,其实当时有好几家

大的公司都考虑过接盘! 但他们没有我执着! 更没有我下手

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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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子接下后!杨晓伟要面对的就是最为痛苦的发行过程!

(这个戏在发行上的压力太大了!现在电视剧市场已经浮躁到

连电视台的主任和台长们都很无奈的程度, 有很多台说这部

戏有情怀+有社会责任感!播出时影响会很大!但就是不敢接+

不敢买,文艺作品就是这样!你的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再高!一

和钱牵上关系!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都说电视剧要讲社会责

任感! 你说属于国家的电视台不承担这份责任! 你让谁来承

担,当然!这也不能怪这些购片人!他们也有苦衷!他们得接有

把握的戏!不然就得下岗, .

作为发行人和投资人! 杨晓伟面对市场需求也不得不从

中找平衡, 后期剪辑的时候!她悄悄找另外一个剪辑师!剪了

另外一个版本!希望节奏能够再快一些!对白再直白一点!这

些也是电视台的意见! 然后拿给刘和平看!(结果没想到刘老

师当时差点儿心梗,说我这样的作品!怎么能用这样的剪辑方

法去剪呢/.那天晚上!杨晓伟焦虑了一宿没睡觉,不过事后她

觉得! 一味迎合一部分观众的审美喜好! 就可能把一个好编

剧+好作品给毁了!身为投资人有责任去保护编剧!保护他们

的自尊心+创作独立性,

(在发行过程中!刘和平老师恨不得和我一起去卖剧!当

时有太多的困难!他一直在开导我,包括柯利明! 在后期帮我

很多,这部戏送审的时候审查是非常严的!在播前的一个月我

们拿到修改意见!导演真的是通宵达旦去改,其实我和他们都

是第一次合作!但如果有机会!我更愿意与他们继续合作,.在

此期间! 极具战略眼光的上海尚世影业从杨晓伟手中接走了

"&'

的盘,

杨晓伟表示0(这部戏!真的要感谢之前所有的投资方!他

们都在自己的阶段做到了最好! 才让这部戏呈现出现在这样

一个非常精彩的状态,要感谢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北京市委宣

传部!还有买这部戏的几家电视台!是他们最终让观众能够看

到这部倾注着无数人心血的-北平无战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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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播出了! 接下来杨晓伟要面对的便是最为残酷的收视

率大战, 在-北平无战事%开播的最初几天!她差点得了焦虑

症,其实她对这部戏的收视率心里是有底儿的!但因为开播时

有几部正热的戏正在播出收官阶段!所以抢走了大量的份额!

让-北平无战事%的收视率呈现慢热的状态!这让杨晓伟再次

面临极大的压力,

(那段时间我差点得了焦虑症!每天上午
$(

点钟才敢起

床!因为
$)

点钟才能拿到前一天的收视率, 如果早上八九点

钟就起来了!我真不知道这段时间该怎么熬过去, .开播第三

天!之前最热的几部戏播完了!-北平无战事%的收视优势一下

子体现出来了!而且逐日攀升!并最终冲到卫视收视第一名,

到这个时候!杨晓伟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一些!即使这样!

她心中那根弦也一直紧绷着!(最怕收视率往下掉! 因为如果

收视不好!会对我们后面做剧的信誉影响很大, .

全剧播毕!杨晓伟的电话被打爆了!圈里的好友用电话+

微信+短信等各种方式向她发来最真挚的祝贺, (以往每次我

的戏播完!大家都会给我发来祝贺!但这一次!我能感觉到!他

们发来的那些满满的祝贺都是发自内心的,直到那一刻!我才

如释重负, .总结自己接盘-北平无战事%的原因!杨晓伟讲了

三点!(一是基于对这个项目专业的判断& 二是基于心中的那

份情怀!所以我们也投资了电影-黄金时代%&三是受到刘和

平+孔笙他们那种精神的鼓舞!他们是真正有情怀的人!怀着

一种理想!不会轻易放弃!再难的时候他们也从没有放弃过!

是他们的这种精神激励了我,所以对于这部戏!对于所有参与

这部的人!我一直都心怀感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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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落幕的历史剧!北平无战事"成了业界的中心话题#让人感

慨$有触动#也对中国电视剧的未来多了一份憧憬% 之前#著名编剧徐

兵一句&电视剧越来越像生意'得到了无数的认同%也许正因为电视剧

行业浮躁$功利的现状#!北平无战事"才触动了那么多业内同行的心#

因为它太不像一个买卖了% 基于多数人的商业判断#!北平无战事"不

仅不会是一个赚大钱的项目# 更可能是一个让投资人血本无归的项

目% 是什么让投资人冒着赔掉一个多亿的巨大风险做了这件事儿#也

许就是电视人骨子里的那份情怀#儒意欣欣的柯利明$春天融和的杨

晓伟$和力辰光的李力等投资人无一不是这样的人%

刘烨在!北平无战事"中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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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

日凌晨! 超过

$)))

名忠心的京城球迷赶到首都机场迎接

国安将士的到来, 这一幕让国安上下动容!

进球功臣邵佳一更是激动不已!他豪气冲天

地说道0(最后一战我们一定会全力拼搏!不

辜负广大球迷的殷切期望, .

打完和恒大的比赛!除了守门员杨智以

外!国安其他球员连夜从广州返回北京, 不

到
$$

点!就已经有
$)))

多名球迷赶到了首

都机场,

当球队走出通道的时候!现场的情绪达

到了顶点!进球功臣邵佳一的出现更是让所

有球迷疯狂!(国安是冠军. 的口号震耳欲

聋, 面对激动的球迷!邵佳一也很兴奋0(想

不到这么晚还有这么多球迷来接我们!真的

是谢谢大家了, 我们一定会全力拼搏!不辜

负球迷的期望, .

俱乐部两位领导罗宁和高潮也赶到机

场!迎接国安将士,谈到国安与恒大的比赛!

罗宁表示0(可能恒大没拿我们当回事!但我

们也一点没有畏惧他们!这场胜利绝不是偶

然的, 排名前四的球队!国安与富力都赢过

恒大!相信鲁能也有这个实力!最终能战胜

恒大, . (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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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从案发到最终宣判整

整过了
")

个月!(刀锋战士.皮斯托瑞斯被

法院裁定因过失导致女友斯滕坎普死亡
,

判

刑五年, 上周!皮斯托瑞斯进入监狱服刑,

相关监狱管理人员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

说0(当监舍的门关上以后就听到了他的哭

泣声!我们觉得他直到睡着才不哭了, .

虽然被判
&

年!但根据判罚所引用的

法律条款!皮斯托瑞斯有可能只需在监狱

里服刑
$)

个月! 剩余的刑期可以在家以

(软禁.的方式完成, 但在庭审当中
-

皮斯

托瑞斯多次当庭崩溃
-

更何况走进监狱,

这还不是监狱方面最担心的问题,除

了很多监狱的黑帮已经放出话来会要强

奸他以获得保护费, 另外!犯人入狱的前

".

天是自杀行为的高发期, 根据当地媒

体报道! 南非惩教署的高层专门开了个

会!研究怎么保护皮斯托瑞斯的安全,

南非比勒陀利亚的中央监狱长仍然表

示! 不会给 (刀锋战士. 特殊待遇0 (任

何猜测称将会用一间监舍给一个罪犯服刑

的说法都不符合实际,. 但根据外媒报道!

皮斯托瑞斯实际上被暂时安排在监狱的

(医院区.! 在这个已经关押了超过
!"))

名犯人的监狱中! 只有
/

名犯人住在医院

区,

皮斯托瑞斯在监狱的作息时间非常

规律!早上
&

点半起床!

!

点早餐!

."

点中

饭!下午
+

点晚餐, 他的一日三餐都在他

的牢房中进行!而不是到公共区域与其他

人一同用餐, 除此之外!还有两位护士负

责他的生活,

根据媒体爆料! 曾经在同一所监狱服

刑的残疾罪犯埃里克1维尔容透露!(即便

他的精神状况恢复正常! 皮斯托瑞斯也很

有可能被安排进监狱的
0

区服刑! 那是为

名人准备的! 是这个监狱中生活条件和安

保等级第二高的区域, .据悉!医院区里还

设有小型的运动中心!其中包括健身房+体

育场以及保龄球馆,

(刀锋战士.这样的(惬意.牢狱生活也遭

到了一些社会人士的批评! 南非反性暴力慈

善会的
123

史密斯就对这样的优待提出了

批评0(皮斯托瑞斯应该和其他残疾人罪犯一

样在狱中被相同对待!他们都是凶手, .

史密斯认为(刀锋战士.应该因自己的

罪行严重性受到处罚!而不是因为自己的名

人地位而受到优待0(杀害斯滕坎普已经是

一个国际新闻了!而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犯

罪也是一个国际问题, 这是向社会发出一个

错误的信号!女性的生命到底价值几何, .

在法院宣判的当天
,

国际残奥委会已

经明确表示(刀锋战士.将无缘下届残奥

会, (陈嘉)

邵佳一受到球迷热情追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