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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散之墨宝被“盗卖”？

栖霞寺：真迹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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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 都江堰石羊晚晴苑福利院

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他们是刚刚参加

了2014成都国际友城青年音乐周演出的中

国香港口琴协会12名会员。 这次他们来成

都是应成都市政府外办（港澳办）和香港

特区政府驻成都经贸办事处的邀请。 在昨

日的表演中， 口琴协会的青年演奏者们带

来了 《卡门》《波尔卡》《罗马尼亚狂想

曲》《托莱多》《轻骑兵序曲》《夜来香》

《月亮代表我的心》等数首中外金曲，一首

耳熟能详的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

响起时，乐曲明朗，层次丰富，老人们情不

自禁跟着唱了起来。此时此刻，音乐让大家

的心紧紧相连。

在演出前， 口琴协会的领队李常福告

诉记者，今年是协会第二次参与“成都国

际友城青年音乐周”活动，“我们在音乐周

演出中，演绎了耳熟能详的中外乐曲，包括

《随想曲》《夜来香》《卡农》《小夜曲》

等，并安排了不同风格及规模的口琴组合，

比如口琴独奏、口琴重奏。成都的观众友好

而热情， 感谢音乐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推

广口琴音乐的机会和平台。”

他还深情地说，口琴是一种最平常、最

亲密、最普通的乐器，早期的唱作人多是一

把吉他、一支口琴，我手写我心，罗大佑、黄

霑、Beyond……无不如是，“我们在舞台上

也能感受到很多成都观众的‘口琴情结’，

很亲切。”在团员中，13岁的叶进禧是年纪

最小的一位， 可是他已经学了6年口琴，还

在2012年亚太口琴节上获得三重奏和二重

奏的冠军，“很喜欢演奏口琴，现在觉得最

难的是感情的控制，希望能够有所进步。”

叶进禧腼腆地说。

毋庸置疑， 口琴是几代人青春记忆的

一部分， 昨日这群来自香港地区的年轻人

特意介绍了口琴的不同种类， 不再是老人

家记忆中那种翠绿色塑料琴格， 双排24孔

的复音口琴， 现在的口琴有适合东方民间

音乐的全音阶口琴、 适合独奏的半音阶口

琴，还有体型笨笨、音域最低的低音口琴，

俗称口风琴的美乐笛， 每种口琴的音域不

甚相同，音色也各有特点。“以前从来没有

听过专门的口琴表演， 也没看到过这么多

种类的口琴，很开眼界。”已经75岁高龄的

周子清笑眯眯地告诉记者。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武侠片《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国》将于明日18点超前上映，昨天，片方在

成都举办新闻发布会，导演张之亮，主演范冰冰、黄晓明亮相。活动现场，范冰

冰和黄晓明玩起了“爱的喂养”游戏，互相喂对方串串，十分有趣。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实习生 戴米怡 摄影记者 陶轲

电影《小时代3》 中有一个镜

头， 男主角之一的周崇光所显示的

个人简历， 简历上的电话号码非常

明显，而没想到的是，这个电话号码

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存在， 机主是湖

南长沙的一名普通用户———蒋满

哥。连续多日，蒋先生都被周崇光的

粉丝疯狂骚扰， 他已经几乎到了崩

溃状态，和片方沟通后，事情并没有

得到解决， 粉丝对他的骚扰也依然

没有停止。

他告诉记者：“从 《小时代3》

上映开始，陌生电话就没停下过，一

天至少有上千个未接电话， 到目前

为止，至少已有上万个未接电话，手

机根本无法使用。”到现在，蒋先生

的工作和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我的这个138的电话服务了很多

客户，这样下去，我的客户就会一直

没办法和我联系。” 除了电话一直

停不下来外， 蒋先生说：“到现在，

我粗略数了下， 加我微信的好友就

八九百个。更可怕的是，还有近百个

陌生人的视频电话， 短信更是停不

下来。这些粉丝们太疯狂了，和制片

公司沟通过也还没解决。” 除了疯

狂的粉丝外， 很多网友已经知道这

并非电影中周崇光的电话， 但也跟

着凑热闹。 一位网友就调皮地发信

息说：“你和周崇光号码一样，你造

（知道）吗？我承认我是稍微的有那

么点无聊，我建议你可以买彩票了。

好了，就这样，我睡了。”

对此，记者联系到电影《小时

代3》制作公司，公司一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女士说：“关于撞号这件事，

我们已经和蒋先生联系过了，他的

要求是道歉声明、将正在影院上映

的影片内容更改、 还有20万赔偿

金。现在要更改院线影片内容估计

是来不及了，等更改内容再分发到

影院，估计影片也该下线了。但我

们会在DVD版本上删除电话号码，

也会发公开声明道歉并公告广大

观众，电影里涉及的电话是不会找

到周崇光及其扮演者的。至于蒋先

生提出的20万赔偿金，我们现在做

不到，公司不同意赔偿那么多。”日

前，蒋先生告诉记者，“关于道歉声

明和DVD版本更改没问题，但他们

认为赔偿金额太高。我问他们想法

的时候，对方却不给任何答复。我非

常的生气， 我跟我的律师已经沟通

了，我们准备起诉电影《小时代3》

的制作公司”。

据《华商报》

去年7月，央视公布了著名导演冯小刚

为马年春晚总导演。按照惯例，2015年央视

春晚的总导演名单也将在7月公布，今年又

会是谁来“主厨”春晚？昨日，有消息称，

2015年央视春晚的总导演将由吕逸涛担

任，汤浩担任春晚语言类总导演。对于普通

观众来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实在陌生，不过

2014年的元宵晚会，就是吕逸涛执导的。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多次联系吕逸涛，

对方都未接听电话。 汤浩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自己“还不清楚这事”。央视春晚相关

人员表示，暂时不方便透露，如有消息会及

时公布。

每年的7月，都是央视公布明年央视春

晚导演名单的日子， 不过眼看就要8月了，

这一名单还悄无声息。 昨日有消息指出，

2015年央视春晚导演将在央视内部选拔，

央视综艺频道总监助理吕逸涛将担任2015

年央视春晚总导演， 他多年的搭档汤浩将

担任语言类节目总导演。

吕逸涛和汤浩这两个名字， 如果不是

圈里人还真的很陌生， 然而中央电视台一

系列王牌节目可都与他们有着密切的关

系：2005年的 《梦想中国》、 现在热播的

《回声嘹亮》《向幸福出发》《黄金一百

秒》等，这些节目可都出自两人之手。

吕逸涛和汤浩其实有丰富的春晚经

历，两人也是哈文和冯小刚央视春晚导演

团队的核心成员。从2012年开始，吕逸涛

开始担任央视春晚执行总导演一职，连续

三年的春晚工作经历使得吕逸涛迅速成

长，既熟悉了春晚“制作流程”，又掌握了

大量的“春晚资源”，并一路晋升为央视

综艺频道总监助理。汤浩曾是2014年央视

马年春晚语言类节目导演， 担任了《梦想

中国》执行导演，成功推出熊汝霖、海鸣

威、白冰等人。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实习生 刘婧如

今年6月，林散之为栖霞寺所书的《草书十一言

联》被拍出644万元的高价，在圈内感叹之余，该事件

有了戏剧性的发展。对于“盗卖”质疑，拍卖方、栖霞

寺，各方说法纷纭，南京市佛教协会7月24日称此件

书法作品仍在寺内，保存完好。拍卖方昨日首次通过

成都商报回应称，拍品为真，一个书法家给一个名胜

古迹写一幅字会写好几次，不足为怪。栖霞寺回应，

拍卖品是真是假，不予置评。而负责调查此事的南京

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办公室副主任吴晓勇昨天则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林老1980年给我们写的东西我们保

存完好，保存在栖霞寺的文物保管室里。”

据成都商报记者从圈内了解到，事发后收藏界人

士已去南京栖霞寺探访，经比对，寺庙里抱柱的原稿

与拍场上出现的确有不同，其题款分别为：“栖霞宝寺

纪念”（寺里留存版）、“栖霞寺留念”（拍卖版）。

拍卖方：

林散之写了几次，这是常识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联系上拍出此件作品的北京

匡时国际拍卖公司，其董事长、总经理董国强表示，

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一个书法家给一个名胜古

迹写一幅字会写好几次。“我自己就是写书法的，我

太了解这个了。比如，我小时候写字，把写得不够好

的留下了，把写得好的带走了。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

情。我们拍卖的这个东西，也没有说明这幅字就是栖

霞寺那件，我们只写了是‘林散之为栖霞寺而写。写

这么大的对联林散之自己也不可能一次性就能写

成。我觉得作为书法来说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我觉

得他们寺里那件被偷出来的可能性也不大。 如果这

件被拍卖的是被偷出来的， 那么走法律程序我们肯

定是要全力配合。但如果说寺里那件是真的，我们这

个就是假的，也不合理。”

调查方：

作品尚在寺内，保存完好

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办公室副主任吴晓勇被

安排负责调查此事件，昨天，他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林老1980年给我们写的东西我们保存完

好，保存在栖霞寺的文物保管室里。外面卖的东西我

们不管，我们也不好说。这幅在栖霞寺的作品从1980

年至今从来没有拿出来展览过。 我们用这幅字做了

匾一直挂在毗庐宝殿的抱柱上。 我们在文物保管室

里也是保证‘双人双手’的管理制度，一个人是打不

开的。”不过，吴晓勇之前受访时曾表示“这幅字和

被拍卖的有差别，而且差别还不小，首先从抬头上就

有差别，就是题款上”。

栖霞寺回应：

寺内作品已经鉴定过了

作为事件的焦点方，栖霞寺的回应至关重要。昨

天， 成都商报记者希望从栖霞寺得到书法作品存在

寺庙的照片以做证据。 记者辗转联系上栖霞寺的徐

主任（音），他回应称，“人家拍卖的那个是真的假的

我们不管。我们这个已经经过公安局、宗教部门鉴定

过了。以后来了解这个事情的，我们概不接待。别的

媒体来要我们也已经回绝了。 如果我给你们拍了照

片我是要受批评的。”

林散之先生的 《草书十一言

联》作于

1980

年，为栖霞寺所书，

时年

83

岁，已是人书俱老的时期

……林散之笔下的线条曲中有

直，直中寓曲，刚中有柔，柔中寓

刚，从而达到一种清逸虚妙之境。

林散之的草书风格虽然欹正相

生， 但往往会把其中的变化复归

平正，偏能得中，奇而能稳，故显

得格外的老成与持重。

书法家林散之，自幼喜欢书

画。

1972

年中日书法交流选拔时

一举成名 ，赵朴初 、启功等称之

诗 、书 、画 “当代三绝 ”。

1989

年

12

月

6

日，林散之因病辞世。书法

业内认为林散之是 “大器晚成”

的典型 。 也正因为其出大名很

晚 ，数十年寒灯苦学 ，滋养了其

书之气 、韵 、意 、趣 ，使之能上达

“超凡”的境界。也因其书法具有

脱俗的境界和意韵， 才能使书界

中人对之品赏愈久，得益愈多，感

受愈深，认识愈深。林散之被誉为

“当代草圣”， 林散之草书被称之

为“林体”。

林散之书法

老成持重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实习生 张涵

2015年春晚

导演或定吕逸涛

黄晓明范冰冰

成都上演“爱的喂养”

中国香港口琴协会

昨到都江堰福利院义演

《小时代3》片中手机号真实存在

机主不堪骚扰

将索赔20万

截至昨晨，邓超的《分手大师》已经以6.58

亿元的票房成绩，帮助其位居徐峥、赵薇、谢涤

葵等人之后， 位列中国导演处女作票房的第四

位。不过与国内票房的不断走高相比，《分手大

师》的北美票房可谓十分惨淡。截止到昨天凌

晨，已经在北美上映四周的《分手大师》面临退

市的危险，其累计票房也仅为128.3万元，不到

国内票房的千分之二。

《分手大师》北美口碑票房遇冷

从6月27日与《变形金刚4》一起在国内上

映开始，《分手大师》也开始了在海外的吸金之

旅。不同于中国市场的备受礼遇，在北美《分手

大师》首周仅仅获得了12家影院的排映，而首

周票房也仅为68万元， 而时至昨日北美地区上

映《分手大师》的影院仅为3家。

从口碑上来看，《分手大师》在北美也遭遇

完败。《综艺》杂志和《纽约时报》都给影片打

出最低等级的一颗星。 其中 《综艺》 更是以

“苍白无力”来形容《分手大师》的整体感受。

“过分的喜剧夸张化表演，以及大量低级的笑

点，充斥了整个影片。”而在北美以外的其余

地区，《分手大师》 所获得的票房成绩也可以

忽略不计。根据票房统计，《分手大师》全球票

房已经达到了6.59亿元， 其中有6.58亿元来自

于中国市场。

包括《洛杉矶时报》和《好莱坞报道者》

在内的多家媒体均认为， 低劣的制作以及明

星的缺失使得《分手大师》遭遇到了票房上

的尴尬。

美国Indiewire网站就指出，在美国观众普

遍对于华语明星脸生的情况下， 电影剧情以

及制作水准就成了决定影片成败的关键。“在

并非北美观众最喜爱的动作片的情况下，《分

手大师》 也并未表现出同类好莱坞同题材电

影的水准，因此遭遇如此票房失败，也就成为

了必然。”

3年中过300万的仅有《一代宗师》

这样的尴尬不仅仅发生在《分手大师》身

上，在很多如今热卖的华语片中都有发生。

在今年，已经有《北京爱情故事》《西游·

降魔篇》 等多部华语热卖大片登陆北美市场，

其中《北京爱情故事》获得了264.8万元票房，

曾依靠《功夫》在北美获得巨大成功的周星驰，

最新作《西游·降魔篇》票房仅为11.13万人民

币。最近三年在北美上映的华语片中，除了王家

卫的《一代宗师》取得4080.26万元的成绩外，

其余影片的票房均未突破三百万元。 更多的影

片直接遭遇一日游甚至无缘上映的尴尬。

根据美国Indiewire网站统计， 在每年的柏

林、戛纳以及多伦多等电影节中，被售卖出北美

版权的华语片数量超过80部， 但最终有机会进

入到北美院线的不到30部， 在今年这一数字则

变成5部。

据《法制晚报》

混北美“大师”不如“宗师”

《草书十一言联》（拍卖版）

餐馆转让
●转芳草街火锅店13568969770
●红牌楼280带气转13518183126
●少陵路川道拐耗儿鱼总店因扩
大搬迁转让13981883050
●华阳350平火锅转前后院停车方
便口岸好房租低13980895915
●180平精装餐低转13008167558

●转新世纪环球购物中心美食区
大型330平餐厅18180701548
●琉璃旺铺招租13438331566
●转小南街70平通气餐86138333

●成渝立交火锅转13558663246
●南门600平火锅转18161270298
●致民路火锅店转让220平米一楼

一底，任先生13688339888
●交大300平火锅转13880479200
●牛王庙大型咖啡厅股权或整
体转让，电话：13350884560
●转高新380平中餐15882131296

厂房租售
●专业帮您租售厂13308048563
●鑫和工业园标准厂房租售，紧邻

青白江八大市场，4008036599

●西航港厂房出租13678020476

●视高开发区地售13808092381
●高新西厂房出租18108089073
●厂房8500平可分13568851818

●高笋塘中环旁厂库出租2000平，
带动力可分割13980017006
●金牛区量力钢材城行吊厂房设
备租售转让13666299135
●羊安工业园区标厂70亩优租专
变带行吊机械优先13551247699

●航空港厂库出租13808036771

●郫县工港1万平租13551183556
●租温江9千可办证18140038338

●工业园厂房出租13980532259
●沙西线厂库出租13308186066
●电镀厂出租证齐13882299636
●售高新西区土地18030738377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出售酒厂十亩证13980042333

担保公司
招商

●武侯外双楠交界22亩商住地股
份转让或合作13658098219
●一环路住宅地转13982123820
●青城山地售合作18380216004
●盐市口招租餐饮:15982359656
●急转双流名企四川郝氏装订公
司或设备，朱女士13699442983

●会所转让或联营，有团队优先！
18628316277
●售光华村仁和春天对面及罗马
假日临街旺铺18086852427
●快递物流招加盟4000056001

●职业学校转让或联营86277110

●华阳百亩工业地控规为住宅寻
合作13982123820
●建筑工程总包及装修寻垫资抵
房其他形式分包18380216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