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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世豪 实习生 余新

悦）

由曾执导《蝙蝠侠》《X战警》等巨制的

著名导演尼尔森执导的3D动画片 《青蛙王

国》正在热映。影片融合童话、科幻、幽默等

多元素，受到大小观众们的喜爱。本周日（1

月5日），“商报周末审片团” 第十三期的观

影活动将邀200名观众在成都万达影城 （财

富店）免费观看这部《青蛙王国》，转发@成

都商报新浪官方微博（相关报名微博）就有

机会免费获得该电影影票两张。

《青蛙王国》的故事发生在神奇美妙的

青蛙世界。 反派毒辣蛇王正暗中研发冷冻技

术，意欲攻占蛙国。为了抵御强敌，国王决定

借公主“比武招亲”选拔勇士来保卫家园。而

意外得知国王真实用意的公主秘密出逃，决

定亲自参加比赛，捍卫自己的家园。在出逃过

程中， 外表软弱内心坚强的青蛙公主和有着

强烈正义感， 爱打抱不平的主人公小雨点机

缘巧合下相遇相知， 两位主人公联合大家一

同抵御外敌，最后打败毒辣蛇王的故事。

据悉， 这部长达90分钟的3D动画片不仅

在视觉效果上有突破性的表现， 就连皮肤鳞

片、衣服、植物等细节都十分逼真，青蛙的造型

更是千奇百怪，颇具想象力，影片更是在后期

制作上花费了不少的功夫。 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本片的配音及台词设计，在周星驰御用配

音石班瑜及团队的带领下， 男主角小雨点表

现出贫嘴、搞怪的“星爷范儿”。另外，该片的

主题曲《爱情发的光》也是由方大同、袁惟仁

两位音乐才子参与创作，由吉克隽逸演唱。

报名方式： 转发成都商报新浪官方相关

微博并

@

三位好友（抽奖方式详见成都商报

官方微博）

观影地点：成都万达电影城（财富店）

观影时间：

1

月

5

日上午

10:30

观看影片：《青蛙王国》

主办单位：成都商报、成都万达国际电影

城有限公司

商报周末观影团

QQ

群：

191480330

前晚7时30分， 由著名导演花箐执导的

《壮士出川》在四川卫视独家首播，火爆的战

争场面、 性格各异的川军将士以及独特的四

川元素引来大批观众收看， 而该片的收视率

也排名同时段全国第六。

在连续两天的播出中，草根连长张抗、科

班参谋杨彪、旧式军人靳继忠、袍哥兵痞吴天

禄等主要演员都一一亮相。 不少观众打进成

都商报热线称， 他们最喜欢王大宇扮演的袍

哥兵痞吴天禄， 认为他把袍哥兵痞的吊儿郎

当演得淋漓尽致，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壮士出川》中，王大宇饰演袍哥出身的

吴天禄，戏份不算太多，却相当抢镜。如从军

以后还以大爷身份自居，到处找大烟来抽，整

天吊儿郎当。在张抗讲枪械知识时，吴天禄大

烟瘾犯了，而为了找烟土，吴天禄的兄弟伙还

把黑娃吊起打。在另一场戏中，张抗下令把吴

天禄关禁闭，却没士兵敢押，这些戏份都充分

表现了一个袍哥兵痞的霸道。

王大宇是东北人，在演出这个角色之前，

他对“袍哥”没有太多概念，但接到这个角色

后，自己到处去查资料，询问导演，才对袍哥

有了了解。王大宇觉得，不能把袍哥和吃喝嫖

赌者、 江洋大盗划上等号， 袍哥大多重情重

义，也有爱国精神，愿意为国捐躯。

有观众打进成都商报热线称， 片子演得

十分真实， 如川军著名的死字旗也被搬上了

荧幕。“死字旗是川军精神的象征，很有传奇

性。” 编剧陈庄介绍， 片中王铮饰演的王长

生， 由川军历史上著名的死字旗主人公王建

堂演化而来。 而死字旗这一代表性历史文物

也被据实还原搬上荧屏， 从开篇誓师大会上

师长王铭章以旗激励将士， 到剧末靳继忠捍

卫旗帜屹立不倒，死字旗贯穿全剧，是川军牺

牲精神的具象载体。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16

文娱

2014年1月3日 星期五

责编 彭绘林 宋德萍

编辑 魏孔明 美编 陈亦乐

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

新浪微博：

@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

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演出时间：2014年4月12日 20：00

� � � �演出地点：成都体育中心

主办方：AMC� Live� Group� China(四川大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 � � � 票价：1680� 元（告罄）/1280元（告罄）/980元（告罄）/680元（告罄）/480元（告

罄）/380元（告罄）/280元（告罄）/180（告罄）

售票热线：大麦网 中国票务在线：400-610-3721

� � � �组委会热线：028-84597335

� � � �官方微博：http://e.weibo.com/amc2011（AMC新恒公关策划）

官方微信：amclive

未售先火的著名歌手陈奕迅Life演唱

会———成都站于今日正式开票。 本次演唱会在

之前进行的先付先抢相当火爆， 虽然今天才是

正式开票，但经过之前一周时间的预售，目前所

有价位竟已全部售空， 创造了西南地区首次

“还没开票就已售罄”的票房神话。

据主办方AMC� Live� Group� China（四

川大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透露，此次门票全

部有防伪标签，且入场观众必须带齐票套、票根

（含防伪标签）才可入场。同时也号召还没有买

到票的歌迷切勿通过不正当渠道购票， 让不法

分子有机可乘，让自己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陈奕迅成都演唱会

还没开票就已售罄

陈奕迅演唱会成都站于今日正式开票，主办方将推出“AMC� Live� one� Love”助学活动

早在去年12月19日，陈奕迅Life演唱会-

成都站开启了先付先抢通道。据称，通道一

经开启，歌迷秒速展开先付抢号大战，购票

网站几度堵塞。一些歌迷为了能够拿到靠前

的排号，甚至熬夜守候在抢票页面上，先付

先抢的预定排号超过7000人。据相关负责人

介绍， 在当日11点正式开启先付先抢时，同

时段超过15万人涌入大麦网预定和围观，按

照大麦网全国先付先抢的历史数据情况，以

往这样的案例只在北京、上海的部分热门艺

人演出发生，而这次2014陈奕迅成都演唱会

的预定盛况是大麦网西南站运营以来的首

次，也超越了陈奕迅以往在成都的票房最快

预定记录。

陈奕迅演唱会票房神话并非空穴来风，

他不断超越自己演唱会的场次纪录，也让歌

迷大呼过瘾。早在去年7月香港红磡体育馆，

“Life” 演唱会一加再加连开25场， 场场爆

满，陈奕迅也调侃自封为“陈奕加”。尽管场

次连续增加，工作压力也随之增大，陈奕迅

在演唱会上依然给歌迷展示了自己最完美

的一面。 他一气呵成为歌迷献唱长达2个多

小时的金曲，耳目一新的舞台效果。此外，陈

奕迅还换上多套非常另类的服饰载歌载舞，

毫不留力的演出带给大家很多意外惊喜，让

歌迷享尽视听之娱！

据了解，此次世界巡回演唱会主题是由

陈奕迅本人确定， 将演唱会命名为“Life”

（人生），他表示现今社会发展迅速，大家都

只着眼于自己的工作及生活等大事，往往忽

略将注意力投放于一件小事上。其实不同年

纪的人会有不同的经历，希望大家可以通过

这个演唱会，用心感受及体会每件小事的意

义及影响力的重要性，多一些情怀发掘人生

不同的意义。

陈奕迅，香港地区流行音乐新时代的指

标人物之一，他给歌迷带来了很多脍炙人口

的经典歌曲，比如《十年》《好久不见》《浮

夸》等。他的歌曲意义深远，往往蕴含人生哲

理，许多人都以这一生一定要看一场陈奕迅

的演唱会作为人生愿望， 各地歌迷翘首以

盼，等待陈奕迅华丽开唱。

十元钱能做什么？ 对于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来说，

十元钱就代表着一天甚至一周的食粮。当我们穿着温

暖的羽绒服过冬的时候，要想到此时的他们或许只是

身着单薄的秋衣，在简陋的屋檐下学习。当我们享受

着生活，听着偶像演唱会的时候，他们可能只能通过

收音机微弱的信号接收音乐及外界的信息。

对此，AMC� Live� Group� China （四川大弘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向社会郑重承诺， 从2014年陈奕迅

Life演唱会-成都站开始，每售出一张演唱会门票，都

将从中拿出十元钱用于“AMC� Live� one� Love”助学

活动。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AMC� Live� Group� China

（四川大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得到了

各路歌迷朋友的大力支持。为了回报社会，特意推出

了本次“AMC� Live� one� Love”助学活动。

现在，AMC� Live� Group� China向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征集贫困山区儿童资料信息，如果你有相关的信

息，请将包括学校名称、所在地点等具体情况在内的

信息， 配以真实图片发新浪微博@AMC新恒公关策

划。他们将从中筛选出符合条件的学校，情况一经核

实，便有机会成为此次“AMC� Live� one� Love”助学

活动的爱心扶助对象。

（任宏伟）

成都商报博物馆周末直通车第 34

站———中国川菜文化博物馆

品川菜“满汉全席”

作为新年的首站，本周六，我们将带

你真正来一场深度的川菜梦幻体验，成都

商报博物馆周末直通车第34站将来到位

于郫县安德镇的中国川菜文化博物馆。昨

日，该馆馆长徐良说，在现场不仅能让读

者们“品尝”川菜的“满汉全席”，还将教

授大家泡正宗的川式泡菜。

昨日， 记者来到这个川菜文化博物

馆，在墙上一个突出的熊猫头前，徐良告

诉记者，它叫味觉博士，把装有调味瓶的

瓶子放在它的嘴或者鼻子旁边， 便会告

诉您这是什么味道。它是怎么做到的？还

请读者当天来到现场感受。另一个展厅，

郫县豆瓣的香味扑面而来， 这个展厅用

灯光模拟白天黑夜的交替， 展示了郫县

豆瓣的传统手工艺制作， 那就是———晴

天晒，雨天盖，白天翻，夜晚露。

（曾灵）

作为新年首期特别活动， 今日读者

可拨打商报服务热线

028-86613333-1

报名，我们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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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名额，一同前往郫县

安德镇去感受舌尖上的盛宴。

明晚 CDTV-2认识汉字之美

明晚7点，大型汉字益智类节目《一

字千金》 将在成都电视台第二频道

（CDTV-2）播出，巴蜀鬼才魏明伦将在

荧幕上与您探讨汉字之美。

节目组介绍， 不管是在电视上观看

还是作为选手参加《一字千金》，就有机

会赢得岁月艺术馆提供的丰厚奖品，以

及TV摇摇乐赠送的海量金币，真正是一

字值千金！《一字千金》是成都电视台第

二频道今年重磅推出的益智类节目，在

首期节目中， 选手将面对规定偏旁写汉

字、 听写成都街道名、 翻牌猜汉字等环

节，一位对汉字有“特异功能”的选手也

将亮相，任何一个汉字，他都能迅速说出

有多少划，十分神奇。

（邱峻峰 郭广宇）

就在上海博物馆的三位研究员于元旦当

天在《中国文物报》上公布关于《功甫帖》真

伪研究报告后（成都商报曾提前披露了报告

核心内容），《功甫帖》买家刘益谦终于作出

回应。昨天中午，刘益谦方面给成都商报发来

近2000字的声明， 这也是他针对此事作出的

三度回应，名为“回归学术，回归理性”。

刘益谦在声明中表示，《中国文物报》的

“研究成果”虽然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的，但

文章的标题、行文语气、表达方式都符合正常

学术论文的规范。“从这两篇文章来看，单国

霖认为‘安崎著录的可能即是此墨迹’，也就

是主张《功甫帖》是清初以前的仿本；而钟银

兰、 凌利中研究员则坚持此帖是清末依据石

刻拓本‘双钩填墨’的观点。这两种观点的不

同是显而易见的……可见在‘上海博物馆书

画研究部’内部对此也存在不同的学术主张

……”刘称接下来他要等待苏富比方面的学

术论证，并结合其他相关专家的学术观点，得

出综合的评判。

虽然之前有业内人士提醒刘益谦这次上

博之所以作出“非常之举”，背后另有隐情，

但在声明中他仍相信上博“不会如此狭小”。

“上博的三位研究员，不顾个人职务身份可能

带来的误解， 在自身的学术观点都未能统一

的前提下， 就在大众媒体上以官方名义发表

最简单粗暴的结论， 这不仅会给上博带来名

誉损害， 更有依仗职务便利博取眼球的嫌疑

……经历了这个岁末的纷扰，我已身心俱疲，

其中的压力和委屈难以言表， 因此我保留通

过各种（包括法律）途径追究责任的权力。”

刘益谦认为，“让原本应该以学术方法辨析的

疑义回归学术， 让原本应该以理性方式解决

的问题回归理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打着

学术旗号的动机不纯的行为可以被原谅，否

则会给我们的文化生态造成更大的伤害。”

截至昨晚记者发稿时， 上博方面及三位

研究员尚未就此进行回应。

（谢礼恒 整理）

《中国好歌曲》今晚开播

今晚，受瞩目的《中国好歌曲》将在

央视三套和全国观众见面。由刘欢、周华

健、蔡健雅、杨坤组成的“扬州菜”“欢

乐开席”，推动面前的录音推杆，将一首

首原创好歌纳入自己的2014原创大碟

中。从情歌到摇滚，从blues到古风，“好

歌曲”等你来推。

（任宏伟）

美术史学泰斗王伯敏辞世

中国美术史学泰斗、 中国美院博士生导

师王伯敏，2013年12月29日晚7点在杭州故

去，享年89岁。据其长子王大川说，父亲走得

平静，去世原因是器官衰竭。

王伯敏是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美术学博

士生导师、著名的美术史论家、山水画大家、

诗人、当代文人画大师。他是20世纪下半叶中

国美术史学科研究领域的杰出带头人， 五十

余年撰有《中国绘画史》《中国美术通史》等

6部美术专史，被称为“六史罕人”。在学术与

艺术创作上，他皆有瞩目贡献，在2009年，王

伯敏获得“首届中国美术终身成就奖”。王伯

敏曾自言：“诗、 书、 画是一生读书的余事

……要求自己做个读书人。要做读书人，务必

多读书，多行路。作为画画的人，还要师造化，

不乏内营丘壑之功。对此，我只能说自己向这

方面努力。”

据京华时报

AMC� Live� one� Love

助学计划

陈奕迅Life演唱会-成都站

上博三位研究员公布《功甫帖》研究报告后

刘益谦三发声明 希望“回归理性”

■2013年9月19日

刘益谦在纽约

苏富比以822.9万美

元(约5037万元人民

币)拍得《功甫帖》。

■2013年12月21日

《新民晚报》发

表报道称，上海博物

馆书画研究部三位

研究员钟银兰、单国

霖、凌利中认为刘益

谦拍得的《功甫帖》

是伪本。

■2013年12月22日

“苏富比拍卖

行”官方微博发表声

明，坚持《功甫帖》

为真迹，称尚未收到

上博的研究报告。

■2013年12月23日

刘益谦在“新浪

收藏” 发表声明，催

促上海博物馆尽快公

布完整的研究报告；

2013年 12月26日，

刘益谦再次发表声

明， 对上海博物馆提

出了几点质疑。

■2014年1月1日

上海博物馆三位

专家的两篇研究文章

在 《中国文物报·收

藏鉴赏周刊》 刊出，

认为刘益谦拍得的

《功甫帖》是伪作。

袍哥川军 观众看了都说好

商报周末文化惠民行之审片团第十三期

周日免费看3D动画片《青蛙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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