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商报讯 （记者 张世豪 摄影记

者 王天志）

昨日，胡歌来蓉为影片《华

丽之后》做宣传。日前，广电总局对于电

视剧创作提出六项要求， 其中包括不提

倡网络小说改编，网游不能改拍。作为正

在热播的网游改编剧《轩辕剑》主演兼

出品人的胡歌表示， 他今后不会投资这

类题材的影视剧了。

据悉，该片揭露了不少娱乐圈趣事。

提起和经纪人的关系，胡歌直言，艺人和

经纪人有矛盾分歧很正常，胡歌表示，他

刚进入娱乐圈时，在工作和情感中，经纪

公司要求把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不能

拖着女友去逛街，那个时候我很叛逆，我

想你凭什么管我，现在公司的人会问我：你

怎么不交女友，我想一个人挺好的，为何来

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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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 （记者 任宏伟 摄影实

习生 陈钰曦）

岁月猛踩油门，而种在心

里的符号不会变老。在美丽的夕阳下，成

都人将第一次这么早看演唱会。今日18:

30，爱家168“全城热恋—滚石30”成都

演唱会将在成体中心悠长开唱。 超过40

组艺人，将在酷热的夏天，唱出一首首属

于大家的歌。

经过超过一周的时间， 此次“滚石

30”成都演唱会的舞台终于在日前搭建完

成。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在体育中心看到，

硕大一个足球场， 除了四个角球区之外，

全部被舞台所占据。现场顶着烈日工作的

柯总告诉记者，这也是成都演出史上最大

的一个舞台。除了巨型舞台之外，在足球

场的周边，还立着八根很高的音柱，像极

了变形金刚的强壮手臂。 在这些音柱上，

有超过240个音箱， 全部由来自日本的团

队来控制。至于整个舞台的电脑灯，超过

800颗，届时能够提供最绚丽的灯光。记者

发现， 看台区将以360度无死角环绕着演

唱会舞台，观众可以更“立体”地看到明

星的表演。在内场的歌迷，离舞台最近的

距离只有15米，可以清晰地看到偶像的一

切。有心的主办方为了让内场歌迷观赏更

方便，还统一将座位垫高了60公分，非常

安全。另外，由于演唱阵容太过庞大，让接

待工作也创造了成都演出市场的历史。

清凉提示：

1

、 入场： 此次演唱会将于

18:30

开

始，观众入场则在

16: 30

开始。建议大家

提早入场，千万不要错过精彩的开场。

2

、交通：演唱会当天部分路段将实施

交通管制， 由于演唱会体育场旁停车位较

少，为了保证您能准时观看演出，主办方提

醒大家尽量提早出门。

3

、饮食：本次演唱会不允许观众携带

软质（塑料或者纸质）瓶装水、饮料等食品

入场。 演唱会现场观众席将设置多个固定

售卖点，为观众提供爆米花等便捷食品。

4

、其他：建议现场观众做好防晒准备，

天气炎热，注意防暑。注意防蚊虫，可自带

驱蚊水。

演出时间：

2012

年

8

月

11

日

18:30

演出地点：成都市体育中心

主办方： 滚石国际音乐有限公司 四川省演

出展览公司

承办方：四川省演出展览公司

演出票价：

380\480\680\980\1680\1980\2680\2980

组 委 会 售 票 热 线 ：

028 -86650834

84597355

官方指定售票热线： 四川演出票务：

400-

028-3331

中国票务在线 ：

www.piao.com.cn\400-

610-3721

星扬传媒：

028-65658026

锦城艺术宫：

86653820

紫荆电影院旁：

13699053628

成都数码广场旁：

028-66916788

成都春熙路步行街正街：

028-66916789

唯一指定淘宝网店：

http://jcysg.taobao.com

官方微博：新浪：

http://t.sina.com.cn/scycgs

腾讯：

http://t.qq.com/scycgs

据北京警方通报：张昆鹏在北京

打工干快递，由于住在北京市朝阳区

通惠家园惠泽园小区内的付某 （女，

30

岁，河南省郑州市人）经常在网上

购物，张昆鹏送货时认为付某比较阔

绰， 遂产生抢劫恶念。

7

月

30

日晚，张

昆鹏以送货为名骗开付某家门，见仅

付某一人在家，顿起歹念，将其反捆

并猥亵后杀死。

付丽，

30

岁，

14

岁时入伍参军，从

军

11

年后转业成为一名教师，后辞去

工作只身来到北京发展。

2009

年付丽

与方文山合作，打造首张

EP

。 （成风）

张柏芝的父亲，绰号“胡须勇”的

张仁勇，前日涉嫌刑事恐吓被香港警方

反黑组拘捕，昨日他获准以一万港币保

释， 每星期必须有两次到香港警署报

到，并不可骚扰涉案证人。据称，张仁勇

涉及日前香港油麻地两间地产铺被泼

油漆的案件。

据调查，张仁勇的作案动机，与区内

一幢大厦外墙工程合约招标有关。 油麻

地文苑街文辉楼近日进行外墙翻新工程

招标，涉及约2000万港币，大厦相关负责

人不时收到黑势力威吓， 其经营的两间

地产公司前天更被泼红色油漆， 警方调

查后迅即拘捕两位疑犯。据了解，案中被

捕两疑犯，皆有黑势力背景；其中一名男

子姓张

（五十余岁）

，正是女星张柏芝父

亲，绰号“胡须勇”。

张柏芝的父亲张仁勇被香港媒体称

为江湖猛人， 在油麻地一带生活的张仁

勇， 与那一带争地盘的黑势力有一丝联

系，其身上难免沾了不少的江湖气。1999年

张柏芝出道时，有传他卷入欠债风波，有人

为报复向张柏芝发出“江湖追杀令”，被卷

入事件的张柏芝曾在记者会上落泪发表声

明坦言很害怕。最终警方介入此事，张柏芝

才侥幸逃过一劫。 之后有消息称张柏芝拼

命工作代父还债才最终平息风波。 不过因

为其父亲被曝是黑势力， 令以玉女出道的

张柏芝在娱乐圈的形象在早期受到了一些

影响。之后“胡须勇”开始低调，减少了公

开露面的机会， 连外孙Lucas、Quintus出生

他都没有现身。

成都商报 综合

成都商报讯（记者 徐云霄）

《北京爱

情故事》

（以下简称《北爱》）

在电视荧屏

上火了，电视剧背后的版权纷争也引发众

多关注目光。昨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

院正式受理了川籍新锐编剧李亚玲状告

陈思成和新丽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咨

询分公司侵害作品摄制权一案，昨日重要

证据———四川省版权局出具的著作权登

记证书也在网上曝光。 对于当被告一事，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尝试联系陈思成本人，

不过截至记者发稿时尚未联系上对方。

此前，作为《北爱》编剧之一的李亚

玲和身兼编剧导演主演数职于一身的陈

思成因为该剧的版权问题， 爆发过多轮

交锋。就在上个月，李亚玲还在微博上发

表律师声明，“警告”陈思成不能绕开她

操作《北爱》的电影版。昨日，李亚玲接

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番与陈思

成和投资方对簿公堂，是侵权之诉，不是

违约之诉，“不是关于《北爱》剧本的稿

酬问题， 而是未经李亚玲书面授权，《北

爱》剧本被擅自拍成电视连续剧的问题，

是《著作权法》‘摄制权’被侵权问题。”

不过令人疑惑的是， 李亚玲只要求确认

共同被告的侵权行为， 放弃要求共同被

告停止侵权行为

（要求停止发行和上映）

的诉讼要求，也就是说电视剧《北爱》可

以如常发行和播出。对此，李亚玲解释说

不想连累资方，她表示“陈思成隐瞒了我

的存在”，投资方一开始甚至还不知道有

她这么一个编剧：“我不想让投资方来承

担损失， 我的损害我觉得是陈思成造成

的。”李亚玲明确要求被告陈思成在新浪

官方博客和微博上连续30日进行公开赔

礼道歉， 同时陈思成按许可费的两倍赔

偿其经济损失。

昨日，四川省“金堂·外实校杯”青

年川剧演员比赛在成都市金堂县鸣锣开

赛。 选拔川剧表演人才， 挖掘和培养

“高、精、尖”川剧演员，凝聚川剧表演队

伍， 鼓励和推动新时期川剧创作……此

次比赛肩负重要使命， 全省共有70多名

选手申报的69个节目参加了省上初评，

最后确定入围决赛的有40名参赛选手、

36个节目。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在现场发

现，这些参赛的年轻面孔实力不容小觑，

好几位曾获得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年度

“十佳”称号的小演员也在其中。据悉，

此次比赛共持续3天， 将于8月12日揭晓

结果。

成都商报记者 曾灵 摄影记者 张士博

今晚和滚石巨星唱尽30年

爱家168“全城热恋—滚石30”成都演唱会系列报道

北漂女歌手付丽因网购被快递员杀

死，年仅30岁，事情已经过去了一周多，而

近日，死者付丽才被曝出是一位女歌手，还

曾与知名词人方文山合作发行过歌曲《云

淡风轻》。昨天，她的不少朋友都通过网络

对其进行悼念，记者也来到她生前的住所。

方文山听闻此事后， 也对这位昔日的合作

伙伴表示悼念，并透露想为她写一首歌。

昨日下午， 成都商报记者赶到北

京市朝阳区通惠家园的惠泽园， 询问

几个业主，都表示不清楚此事，并且不

知道付丽的身份。 记者在入口处一个

单元旁边的副食店内， 打听到了付丽

的生前住所。 副食店老板娘说自己经

常去给付丽送货，“我们都是河南老

乡，知道这姑娘被杀害后特难过，还挺

害怕。人挺好的，太可惜了，真的。”老

板娘透露杀害付丽的快递员她曾见

过，来送过几次快递，“那个快递员和

她熟了，谁知道会干出这样的事情。”

事发后，老板娘心有余悸，“现在他们

那个单元让送货，我绝对不去了，心里

挺怕的。”而她透露，遇害前就见付丽

一个人住，“没见其他亲人和朋友

来。”随后，记者来到了付丽所住的地

方，房门紧闭，敲门无应答。采访期间，

记者没有发现小区内新增了入内登记

等新的安全措施， 不过小区保安对来

往的陌生人依旧视而不见， 负责该小

区的物业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称，他

们仍按照之前的标准为业主进行服

务，不会采取什么措施。

在出事前， 小区的住户很多都不知

是付丽一个歌手， 音乐人王建和付丽是

朋友，得知付丽遇害的消息后，这几天一

直很难受， 并对凶手表示强烈而愤怒的

谴责。“平常生活中， 付小姐就像我的姐

姐一样。”王建表示，上月29日他们还曾

经聊过微信，约好几天后一起吃饭，谁知

突然之间就天人永隔了。为了悼念付丽，

她的好友专门还为她创建了名为 “付丽

天堂纪念馆”的网站。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北京摄影报道

与作词人方文山合作发行过

歌曲《云淡风轻》的付丽曾在微博

上发过一张与他的合影。她还感言

能唱到方文山的作品， 是她的骄

傲。昨日，成都商报记者第一时间

联系上方文山，他通过助手转达了

对付丽的悼念。“这个消息前几天

就知道了，因为文山老师和付丽的

经纪人还比较熟，是从她经纪人口

中知道这个消息的。” 方文山的助

手告诉记者， 知道这个消息后，方

文山的心情很不好。“虽然只有一

次合作， 平时见面的时间也比较

少，但是文山老师觉得付丽特别努

力， 一个人在北京闯荡也特别辛

苦，所以对付丽的印象也比较好。”

因为方文山最近一直在台湾地区

忙工作，所以没有时间到北京悼念

付丽。“下次去北京，有时间一定要

去悼念付丽。” 方文山和付丽因为

一首歌结缘，那会不会为付丽再写

一首歌？“有可能的话，我想为她写

首歌！”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付丽生前曾和周杰伦的御用作词人方文山合作过一首《云淡风轻》

演唱方文山的作品

曾是付丽的骄傲

记者探访事发地

副食店老板娘曾见过快递员

不敢再去付丽所在单元送货

新

闻

背

景

北京法院正式受理

川籍编剧李亚玲诉陈思成侵权

张柏芝父亲涉嫌恐吓被捕

在交了一万港币后，其父亲昨获准保释

张柏芝家后院起火

父亲被捕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胡歌昨来蓉宣传新片 透露不再投拍“网游剧”

青年川剧演员比赛

昨日开赛

落户40年 北影厂要搬了

近日，有关北影厂将要搬离北京北

三环北太平庄旧址的消息不断传出。记

者实地走访后发现，虽然正式搬的时间

还未确定，但北影厂内部分设施已经开

始拆除。坐落北太平庄40余年后，北影

厂迁移大幕已徐徐拉开，之后它将迁往

怀柔。

面对北影厂搬离的传言， 中影物

业公司的工作人员没有否认， 他表

示， 目前尚未接到正式搬离的通知，

有准确消息后，将会提前通知厂内各

租用单位。

据《法制晚报》

比赛前，演员们认真准备

付丽生前所住的小区

“滚石

30

”舞台搭建完毕，只等今晚绽放

北漂女歌手遭快递员杀害

昔日合作者方文山

想为她写首歌

今日一条娱

□

《爱情公寓

3

》火爆荧屏，引来外

媒关注。 不过却被质疑该剧抄袭美剧

《老友记》。昨日编剧汪远的助理曹先生

表示剧组方面会在适当时间回应此事。

（徐云霄）

□

日前赵薇带着女儿到香港地区

学费最贵的学校面试。 另有消息称赵

薇与老公黄有龙先后在香港购了三处

豪宅，为女儿求学做准备。据《新快报》

�

方文山与付丽在新歌发布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