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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明星争与

李奥纳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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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仅是建设影视产业园， 万达集

团负责人王健林还透露从2016年开始，每

年9月将举办青岛国际电影节， 目前正向

国家有关部门报批手续。四大艺人经纪公

司承诺，每年将邀请30位国际一线巨星和

导演参加青岛国际电影节，对此，陈嘉上

坦言，“做电影节不是钱的问题。”

“作为电影人，当然希望电影节越

多越好，这个我欢迎，但关键得看能否真

正做好。 我太清楚做好一个大的电影项

目有多不容易，这不是钱的问题，还需要

时间、心血、诚意，团队。”陈嘉上直言，

“电影节是一个文化活动， 必须有自己

的生命力。除了钱，大家还得想想怎么把

文化的部分做好， 不然风光一阵就没

了。”而对于众多好莱坞明星前来捧场，

陈嘉上也表示没什么好羡慕，“不能产

生文化，那么将整个好莱坞搬来中国，可

意义在哪里？”

陈嘉上：

搬来好莱坞又怎样？

因《变脸》《低俗小说》等大作为影迷

熟悉的约翰·屈伏塔在红毯上接受采访时

透露，他是带着家人，自己亲自驾驶飞机从

美国飞来青岛的。让大家非常震惊。

特约记者 许诚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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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届艾美奖今日揭晓

第65届艾美奖颁奖典礼今日将在美国

举行，将颁出剧情类最佳剧集、剧情类最佳

男女主角等多个奖项。 随着谜底揭晓日的

接近，网友们也掀起了预测大潮，《绝命毒

师》《纸牌屋》《国土安全》等这些获得多

项提名的剧集依然是大热门， 而多家媒体

的看法， 今年剧情类最佳剧集大家都看好

《绝命毒师》。

（曾灵 整理）

周韵舒淇联袂出演《一步之遥》

姜文新片《一步之遥》已建组筹拍，在

公布了姜文、葛优、文章、王志文在内的豪

华男星阵容后，片方昨日正式宣布，周韵和

舒淇将联袂出演。 据介绍，《一步之遥》将

继续姜文作品黑色冒险喜剧的风格， 讲述

一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这个冒

险家乐园的传奇故事。

（张世豪 整理）

张柏芝经纪人：

从没收过谢霆锋赡养费

据香港地区媒体报道， 有传闻称谢霆

锋与张柏芝近日重新协定赡养费问题，男

方每月向女方提供的生活费调升至7位数。

张柏芝经纪人觉得报道令张柏芝声誉受

损，澄清二人离婚2年，张柏芝从来未收过

任何赡养费。 谢霆锋为保护张柏芝及两名

儿子， 针对报道通过律师发表声明以正视

听。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向谢霆锋经纪人霍

汶希咨询此事，截至发稿前，她并没有对此

事作出回应。

（任宏伟 整理）

成都商报北京专电（记者 张世豪）

由陈

嘉上执导的3D版武侠电影《四大名捕2》宣

布定档11月22日。昨日下午，电影《四大名捕

2》在北京举行的首场发布会上，导演陈嘉上

携主演邓超、刘亦菲、江一燕、柳岩亮相。

据悉，“四大名捕” 人物造型很惊艳，

邓超版冷血“双面”执剑，一面“正义凛

然”一面“青面獠牙”。刘亦菲版无情紧蹙

娥眉侧身飞暗器，一身“读心功夫”了得。

此外，吴秀波、黄秋生、江一燕出演“反派

阵营”；更有柳岩性感加盟。

对于自己的新作， 导演陈嘉上表示，

“如果说第一部是讲述人物， 为整个江湖

做铺垫，那么第二部才真正开始讲故事，我

终于可以讲故事了。”第二部中，邓超将变

身狼人，造型也更加夸张。片中，邓超、刘亦

菲等名捕的超能力都将大大提高， 打造古

代版的“超级战警”。为了营造更好的魔幻

效果， 陈嘉上还从美国请来顶尖的特效团

队，并采用3D前期拍摄，这也是陈嘉上首

次尝试3D电影。

《传奇》版权方诉王菲经纪公司案

25日正式开庭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 王菲演唱会

《传奇》侵权案9月25日将在北京第二中级

法院正式开庭。原告方、《传奇》的版权所

有人孙涌智将向王菲经纪公司索赔350万

元版权费。 昨日记者联系上孙涌智代理律

师丁笑天， 他表示，“这次胜诉肯定没问

题，只是得到的赔偿，没有我们维权的成本

高，这是我们很失望的。这个案子的调解可

能性不大，因为我们的维权成本太高。”而

王菲经纪人陈家瑛，截至昨晚发稿前，没有

对此事作出回应。

（任宏伟）

《十万个为什么》价格高引争议

出版方：百余位院士三年编纂

昨日，有媒体报道新版《十万个为什

么》售价比原来贵了近10倍。9月份刚刚开

始发售的新版《十万个为什么》，近千元的

“身价”令不少家长望而却步，有家长甚至

吐槽新版 《十万个为什么》980元的价格

“高端大气上档次”。

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少年儿童出版

社，对方对其高价进行了解释，“聚集了国

内一百多个第一线的院士，历时三年完成，

旧版便宜是黑白，现在是全彩精装，一共18

本，纸质也选用的不伤眼的材质，适合儿童

阅读。”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崔永元微博表态：

我不希望被消遣

日前， 崔永元从中央电视台辞职的传

闻被炒得沸沸扬扬。 而继崔永元录制节目

间隙表示“不传谣，不信谣”之后，忍耐多

时的崔永元终于在微博表态了， 他宣称

“我并不是娱乐圈的人， 我不希望我的生

活被消遣！”

据《辽沈晚报》

《四大名捕2》昨在京举行发布会

陈嘉上：终于可以讲故事了

继去年以26亿美元收购美国AMC变身全

球最大影院运营商后， 大连万达集团9月22日

又曝出大手笔，花500亿元打造青岛东方影都，

其中文化旅游投资占到300亿元， 房地产投资

占到200亿元， 是全球投资规模最大的影视产

业项目。据了解，为保证青岛东方影都建成后

的运营问题，万达已与多家全球影视巨头和艺

人经纪公司达成初步协议，每年将有30部左右

外国电影在青岛东方影都拍摄制作。

不过，这样美妙的前景似乎并不容易变

成现实。“每年要吸引30部外国影片来此拍

摄是非常困难的， 整个中国一年都没有这么

大规模的国外电影拍摄量。” 乐正传媒研发

与咨询总监彭侃解释道。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万达的规

划是，集团已与多家全球影视巨头和艺人经纪

公司达成初步协议，每年将有30部左右外国电

影在青岛东方影都拍摄制作。同时还计划引进

50家以上的国内影视制作公司，确保每年不少

于100部国产影视作品在此拍摄制作。

但中投顾问研究员蔡灵告诉《每日经济

新闻》记者，具体拍摄量更多还要看利益双

方的博弈。 根据目前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情

况， 万达建设的影视产业园近年不太可能完

成这么高的电影拍摄量。彭侃认为，真正每年

能拍多少部电影，尤其是国外的电影，这个不

是万达所能够决定的。“从全球电影产业链

来看， 那些能够吸引外国电影拍摄的国家和

地区往往具有很优厚的税收优惠， 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政策， 光靠影视基地想把好莱坞制

片商吸引过来非常困难。 即使万达这个影视

基地的拍摄硬件先进， 也很难吸引他们来到

中国。”

据悉，为吸引影片拍摄和制作，英国、澳

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纷纷提供比好

莱坞更优惠的补贴政策。而业界的疑惑是，国

外电影在中国往往走马观花式地拍摄一两天

地标性建筑就走， 万达的影视基地如何面对

拍摄资源闲置？对此，彭侃认为，万达如果想

把这块做好， 那么初期肯定需要大量资金补

贴这个项目， 甚至可能要免费邀请知名的影

视公司来拍摄。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尚希 赵陈婷 发自

青岛 北京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综合报道

妮可、莱昂纳多、泽塔·琼斯……

别误会，不是奥斯卡颁奖礼

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区昨启动，捧场大腕太多，秒杀国内所有电影节

昨天的红毯绝对是奥斯卡级的明星阵

容———莱昂纳多、妮可·基德曼、泽塔·琼斯、

克里斯托弗·瓦尔兹、凯特·贝金赛尔、伊万·

麦克格雷格，要知道莱昂纳多此前从未来过

中国，即使是之前刚刚上映的电影《了不起

的盖茨比》 他也没有来到中国宣传， 最终

“中国首秀”却是为了站台，这不得不让人

感到有些意外，而如此强大的好莱坞明星阵

容星光已经盖过刚刚结束的威尼斯电影节，

更是秒杀国内所有电影节的阵容。再加上国

内明星有章子怡、李连杰、梁朝伟、甄子丹、

赵薇、黄晓明等人。这些好莱坞明星出场的

费用究竟是多少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可以

肯定的是，倘若按照每个人出席商业活动的

价格来算的话，绝对是“天价”。

更让人意外的是，砸下重金邀请来的好莱

坞明星们也没有享受到额外的待遇，30分钟的

红毯时间被严格限定，每位明星走过红毯几乎

都是蜻蜓点水地停顿，甚至到最后时间不够时

还有人专门负责催促，这样的架势足以让众多

的电影节都“汗颜”。

不仅仅是好莱坞的明星大腕们赏

脸，好莱坞的片商大佬们也同样前来赏

光，包括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简

称“奥斯卡学院”）主席艾萨克、前主席

霍克 、首席执行官哈德森 ，中国电影家

协 会 主 席 李 前 宽 ，CAA、WME、UTA、

ICM世界四大艺人经纪公司董事长 ，美

国六大影业董事长或总裁，如此的盛况

可以说媲美奥斯卡颁奖礼也不为过。

昨天成都商报记者致电黄晓明的宣传赵

女士，她表示黄晓明作为青岛人，参加如此盛

大的启动仪式感到非常荣幸， 此行能够在青

岛见到自己圈内众多好友很兴奋。 近日热映

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在中国赢得了不少喝

彩， 莱昂纳多此行来到中国更是受到了热烈

欢迎。黄晓明现场还与“盖茨比”先生“亲密

接触”，笑称要请教“盖茨比”如何”高端大

气上档次“地生活。见到圈中众多好友，黄晓

明非常开心， 他表示与老同学赵薇已有段日

子没见，与好朋友阮经天更是热情拥抱。

奥斯卡级阵容

让其他电影节情何以堪

近几日，多位国内外一线明星陆续抵达青

岛， 国际巨星章子怡则与莱昂纳多同乘一机，

两人还在机舱内亲密合影，章子怡在微博中秀

出了这张照片，立即遭到了闺蜜林心如和姚晨

的抱怨，称章子怡太不仗义。

章子怡与莱昂纳多同乘一机

黄晓明请教“盖茨比”生活经

万达500亿建电影产业园 投资前景暂难明朗

约翰·屈伏塔

自驾飞机从美国飞青岛

许多年之后 ， 面对中国电影

史， 无数电影记者将会回想起，在

青岛头晕目眩百感交集的那个遥

远的晚上。

那个晚上，这些人在我们的眼

皮底下，从红毯上走过：莱昂纳多、

妮可、约翰·屈伏塔、泽塔·琼斯、伊

万·麦克格雷格、 贝金塞尔……无

疑， 这些名字在胶州湾的夜空下，

是耸人听闻的。

当然，还有章子怡、梁朝伟、李连

杰、甄子丹、赵薇、黄晓明以及其他一

些很有分量但在此处实在排不上的

名字。有趣的是，这些男神和女神们

也都遇见了各自的男神与女神，亲切

合影，急切上传。

看上去，一切都是喜气洋洋的、

盛大的、扬眉吐气的、宾主尽欢的。

以往， 只有在欧洲或者美国本

土的红毯上，才能看见这么多好莱坞

明星。即便国内顶级的上海国际电影

节， 近年来嘉宾重量越来越不凡，在

数量和密度上仍难敌这次企业行为。

星光只是表面浮华。 在镜头焦

点之外 ，

CAA

、

WME

、

UTA

、

ICM

这

四大经纪公司董事长、索尼、华纳、环

球、派拉蒙、狮门、韦恩斯坦等电影巨

头的董事长及总裁、甚至奥斯卡学院

的高管也来捧场，才是万达真正牛逼

之处。这意味着一系列的深度合作即

将开展———不仅仅是数钱让明星们

来中国旅旅游那么简单了。

浮光随日度， 漾影逐波深。就

像狂欢节后的一地鸡毛，万达引发

的豪华明星潮过去之后， 留下最多

的，竟然是人们的自嘲。这种自嘲，

也显示了中国电影的不自信， 映射

着失衡与浮华之怪现象。

无疑，这些年来，中国电影有两

样东西值得拿出来炫耀： 一是市场，

二是资本。 世界也看到了这两样东

西，所以，好莱坞如此给王健林面子。

这些年，好莱坞是“看重”中国

的。所以，越来越多的电影有了中国

元素， 越来越多的明星愿意到中国

站台。但在骨子里，却未必真正瞧得

上中国电影，甚至，未必真正了解中

国电影。 所以， 在明星大腕的访谈

里，我们永远只能看见“最想与张艺

谋合作”，“喜欢成龙和中国功夫”这

样模式化的礼貌回答。

中国电影已经拥有盛大华美的

场面， 却缺少标识化的格调与一以

贯之的风骨；而成龙过后，再无世界

性的电影演员。

这些年来， 电影记者们写过太

多有关电影产业园的畅想， 每一个

投资巨大（或者宣称巨大）的项目启

动过后，都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以

王健林在商场上的手腕与吞吐气

度，要做一个区区电影产业园项目，

要靠它赚钱，并非难事。难的是，要

在这个项目的基础之上， 真正建立

平等的合作关系， 真正打造文化输

入与输出的平衡， 真正做成中国电

影的一张名片。

唯有这样，我们才能从赢得“看

重”，到赢得“尊重”。

□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潘媛

章子怡黄晓明成追星族

影帝成为合影帝

现

场

花

絮

看重与尊重

“李某某案”周四宣判

如判有罪李某某将上诉

昨天下午5时， 据北京法院官方微博

“京法网事”消息：海淀法院定于9月26日

上午9:30分， 对李某某等五人强奸一案进

行公开宣判。 李某某辩护律师陈枢昨天对

记者表示，其已经接到了法院通知。虽然对

于判决结果还不好预测， 但是李某某及其

监护人都已经明确表示， 如果一审法院对

李某某做出有罪判决，李某某肯定要上诉。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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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子怡和莱昂纳多同乘一机

下图：妮可和章子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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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有朋追到了他的女神

下图：黄晓明请教“盖茨比”的生活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