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72岁的陈增友像做

了一场梦。 这位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出面、

找来数百万元解决87版《红楼梦》剧组资金

紧缺问题的“财神爷”，如今却一贫如洗，全

身瘫痪，卧床十多年。经过成都商报报道，陈

增友已经收到了来自全国的近十万元捐款。

前日， 陈增友被北京一位企业家任安

利接到北京接受治疗，今日，陈增友将接受

全面体检， 专家再根据结果会诊，“感谢你

们，我想站起来……再去看看（《红楼梦》

的拍摄场地）大观园。”陈增友断断续续地

说，笑容满面。

据了解，成都商报的报道让陈增友燃起

了新的希望，目前他已获得了来自全国近10

万元的捐款。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世豪）

由何炅执导，李易峰和

张慧雯主演的电影《栀子花开》将于7月10日上映。昨

天，何炅携《栀子花开》众主演与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学生见面。 何炅还在现场向记者回应了 “吃空饷”

“粉丝攻击举报者乔木”等问题。

采访现场， 有记者问何炅当导演是不是为了赚

钱？他回答：“其实不是，前几年就有很多人找我，现

在很多人跨界当导演， 比如郭敬明赵薇都很成功，我

是觉得导演是特别难的行当，拍这部电影我可以理直

气壮地说， 我没有参与制作， 没有参与票房分成，我

就想把导演工作做好。”

5月24日，在何炅从北外请辞之后，爆料人乔木曾在

微博上发布长文，指出“这个事件涉嫌犯罪，根本不是返

还工资那么简单。”又因其“放任拥趸对别人的伤害（指

何炅粉丝在网络上对乔木的人身攻击）”，乔木称“何炅

欠公众和我一个道歉”。昨天，成都商报记者问何炅有没

有向爆料人道歉？ 何炅回答：“我从来没有要求任何人去

攻击举报者，我早已通过学校老师向他表达善意。坦白来

讲这么多年我一直反对网络暴力， 我也通过微博呼唤

网络文明， 但网络暴力并不是说一句话就能解决了

的，这是一个系统的治理工程，所以我对任何一个网络

暴力的受害者深感同情。我已通过自己的微博和学校官方

渠道就此事做了很多说明，我觉得老师和同学都有机会监

督学校的管理，感谢监督让我们做得更好的每一个人。”

北京大观园位

于宣武区南菜园

（市区西南隅护城

河畔）。 当年为拍

摄电视剧 《红楼

梦》，经红学家、古

建筑家、 园林学家

和清史专家共同商

讨， 按作者在书中

的描述， 采用中国

古典建筑的技法和

传统的造园艺术手

法建造。 园中的园

林建筑、山形水系、

植物造景、 小品点

缀等， 均力图忠实

于《红楼梦》原著

的时代风尚和细节

描写，《红楼梦》中

的大观园是为贾府

大小姐元春而建的

省亲别墅， 因此园

中还定期举办“元

妃省亲”古装表演。

责编 宋德萍 美编 刘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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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国产影片免费观影活动

6月10日、14日以下影院免费放映

《十二公民》。影片《十二公民》改编

自经典影片《十二怒汉》，由徐昂执

导，何冰、韩童生等北京人艺及国家

话剧院的国宝级演员联袂主演，影片

讲述了12名陪审员围绕一桩充满争

议与疑问的富二代弑父案展开激烈

讨论的故事。

成都太平洋电影城（旗舰店）；成

都王府井电影城； 成都太平洋影城

（川师店）；成都新时代影城（蜀都花

园店）；万达影城（锦华店）；四川峨

影1958电影城；成都新城市影城；和平

电影院；万达影城（金沙店）；成都金

沙紫荆电影城；成都沙湾紫荆影城；成

都万达影城（金牛店）； 东方世纪影

城；成都中影太平洋影城（千盛店）；

成都太平洋电影城（武侯店）；成都万

达电影城 （红牌楼店）； 星美学府影

城；双楠电影城；沙河电影城；成都新

时代电影城（高塔旗舰店）； 影立方

773IMAX影城；成都万达电影城（成

华店）；成都紫荆电影城；蜀西紫荆影

城；保利万和影城(奥克斯店)。

昔日西安交大少年班学生

将“少年班”亲身经历

搬上银幕

青春电影《少年班》将于6月19日

上映，令人意外的是，这部影片的导演

是西安交通大学少年班94级学生肖

洋。 昨日肖洋带着他的这部电影处女

作来到成都，他表示，正是有了少年班

的培养， 才让他懂得选择生活要从心

出发，最终当起导演拍了这部电影。

导演肖洋虽然没有参加过高考，

却经历了更残酷的考试竞争：“西安

交大少年班那年在湖北只招了7个人，

我记得考试前一晚父亲包了一辆面包

车去武汉，结果车在长江大桥上坏了，

到了宾馆已是凌晨4点， 父亲对我说

‘算了就当来旅游一趟， 回去继续高

考’。 结果我的成绩正好是录取的最

后一名。”智商测试130以上的肖洋在

大学里选择了建筑专业， 但他玩吉组

乐队发现触动心灵的是电影， 此后又

到德国攻读大众传播专业学习电影。

回国后在中央电视台 《早安中国》栏

目干了两年， 此后又开婚庆广告公司，

2008年因为剪辑了《李米的猜想》得到

陈国富的赏识， 让他剪辑了冯小刚的

《非诚勿扰》， 至今他担任剪辑的电影

总计票房高达40亿，成为“金剪刀”，而

他并不满足，将“少年班”的亲身经历

搬上银幕，实现了自己的电影梦想。

少年班这种特殊的教育方式在国

内也曾引发“拔苗助长”的争议，目前

国内仅有两所大学保留了“少年班”。

而作为曾经“少年班”的一员，电影中

也探讨着什么是成功，什么是理想。肖

洋坦言，自己考上少年班后，在家乡小

县城成了新闻人物， 别人总用异样的

眼神打量自己，而自己当年在“少年

班”里成绩总是倒数几名，十五六岁

正是一个人生理和心理成长的关键时

期，“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属感”，于是

他开始寻找自己的目标。 如今当年许

多同学已经功成名就， 而他还在北京

租房住，但他还是感到幸福。“成功不

等于幸福， 你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就

是幸福。”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瘫痪在床十年的《红楼梦》赞助商已被好心人接到北京接受治疗，他笑了：

我想见见《红楼梦》导演

想再去看看大观园……

陈增友能来到北京， 离不开企业家任安利的帮助。任

安利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对陈增友能恢复健康持乐观态

度。据了解，医院今日将组织专家对陈增友进行全面体检，

再根据结果会诊给出治疗意见。

对于为什么要帮助陈增友， 任安利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自己曾经是一名军人，而陈增友也曾当过兵，同时，他

现在也在做影视投资。

“我这些年投资影片，被骗了不少钱。”任安利叹了

一口气，影视圈水太深。任安利说，如果没有陈增友的帮

助，《红楼梦》可能很难和观众见面，他在看了成都商报

关于陈增友的报道后，被陈增友的故事感动，“我能帮他

就帮他一把，希望更多的关爱能帮助他。”

为什么要帮助陈增友？

被陈增友的故事感动了，

能帮就帮他一把。

《红楼梦》当年赞助商

如今卧床靠低保 追踪

听到导演感谢他 眼角流出了泪水

在上世纪80年代，陈增友经常到北京。当年，也是他

在北京找到《红楼梦》拍摄地，找到制片主任任大惠和导

演王扶林，承诺拿出数百万，解决《红楼梦》资金短缺的

问题，并很快兑现承诺。

时隔近30年，陈增友再次回到北京，和当初的意气风

发不同，他已是躺在病床上、全身瘫痪的老人。

“我想站起来，再次去看看北京，去看看大观园

……”陈增友说，他最后一次到北京大概是上世纪90

年代初，当时是找任大惠要当时承诺的分红，但最终

一无所获，只能回到潍坊，之后自己的生意也是一落

千丈，公司也垮了。再次回到北京，陈增友感觉这里变

化太大了。

当成都商报记者告诉他， 导演王扶林和制片主任任

大惠都感谢他时，陈增友沉默了，眼角流出了眼泪，“我

想见见《红楼梦》的导演，演员们。”短暂沉默后，陈增友

补充了一句：“我觉得他们不会来看我……”

被接到北京接受治疗 陈增友笑容多了

昨日上午， 陈增友躺在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的病

床上，和成都商报记者第一次见到他不同的是，老人脸色红

润了不少，脸上笑容也多了起来。陈增友的妻子汤闲兵站在

一旁， 笑眯眯地看着陈增友，“老陈来北京后精神好多了，

胃口好了不少，还长了几斤。”

自从十多年前陈增友脑出血中风导致偏瘫后， 他就一

直待在潍坊，在当地医院治疗多次，钱花了不少，病情并没

太多好转。“没钱，我们也放弃了，能过一天是一天。”说到

当初，汤闲兵（陈增友妻子）陷入了沉默。

成都商报的报道让陈增友燃起了新的希望。目前，汤闲

兵已经收到了近10万捐款， 一家慈善基金就为陈增友募集

了近4万。在看过成都商报的报道后，北京一位企业家任安

利专门赶到潍坊，将陈增友和汤闲兵接到北京。由于陈增友

全身瘫痪，任安利专门联系了当地的120并包下一节动车的

商务车厢，从潍坊乘坐动车到北京约3个小时，“一路上都在

睡觉，感觉很好。”回忆一路颠簸，陈增友笑了起来。

何炅：感谢每一个监督北外管理的人

《红楼梦》

拍摄地

大观园

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成百厂家空调修移加氟保养城
区有网点86629948*87333190
●成百特价修移空调★加氟清洗
85559418★87772265★84315218

全自动麻将桌
●麻将高科技合作15328080888
●麻将新科技合作18581884082
●高科技机麻合作13258329997

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

养老托老
●青白江医疗养老13668139188
●九里堤中路87634151世博医院

保洁服务

●空调清洗，消毒除菌84376668
●单位公司，低价保洁84414889
●蜂鸟保洁85186977，87687466
●天天净87616277毯85403350墙

疏通管道·防水堵漏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

搬家公司

●好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红运低价84337798优84345188

●张师傅搬家180元起85181335
●玉龙87326666优86259642空调

二手货交换
●高收空调桌椅厨13880961438
●高高收二手物资13668246588
●收空调桌椅厨具13880991212
●15902878988急收空调桌椅等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二手车买卖

律师服务

●经济民事婚姻案13281850066

商标·专利
●凯飞●商标专利版权86938500

工商行业咨询
●执照资质承装修试86664773

●专业办执照★资质86277220

●豪运办照资质升级86531377

取名公司
●酿名苑权威命名机构66000076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启事

房屋租售
●租/售★航空港1-3层独栋商铺
2600㎡，宜餐饮13032828088

土地转让
●十亩独院转让转租，六十亩土

地转租，王女士15928735262
●★★农场转让18908030785

写字间租售
●庆玲楼梁家巷超低价86927793
●青羊总部写字楼优租86920071
●低租市内写字楼13980990595
●写字楼162—2000平方米出租
，电询028—65067169

酒楼·茶楼转让
●红牌楼茶楼转让13348845278
●西门茶楼急转13980831698
●★★★宾馆转让13438488598
●转双楠200平茶楼13568994196

●市中心茶楼优转13568860114

餐馆转让
●青羊区东坡北一路，餐饮旺铺
转让 蒲女士 13402819911
●600平火锅低转13908209676
●大世界400平火锅18780117898
●西门中海国际精装400平餐可中
餐火锅，电话：13730607645
●低价转快餐店15680031418
●营门口旺餐400平13880918386

●洞子口旺餐低价18980889190
●南门500新餐招租15198038911
●南站200平餐低转15828502508
●低转沙湾300平13683470530

店铺
●租二楼商铺850平13350094982
●千余平超金口岸15208111418
●天仙桥北街天和路天仁南街临
街旺铺出租61677053

厂房租售
●免费帮您租售厂13308048563
●大小厂及场地租13882128045
●成洛路旁厂房出租大动力1600
平米，电话：15982143829
●售高新西区土地18030738377
●工业园厂房出租13880559778
●北新旁大标厂张13980652583
●温江厂房零租招商4008462468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郫县工业港北区全钢结构标准
厂房出租18980475761
●温江厂房出租13709007865
●文家场厂房2000平出租，配电
200千瓦，价格面议13808011187
●邛崃鑫和工业园22万平方米标
准厂房出租电话：13882157830

●永宁镇厂房出租13628029426
●西一环厂库出租13880078668

●西航港厂房出租18040329020

●崇州听江三桥家具工业区厂房
4900平米出租13666188388李
●双流蛟龙6300平18982150904

招商

●项目寻招商合作13881876988
●寻投资养老医院15828341107
●★★雅安万亩中药材种植基地
寻合作或转让13881618588★★

北京大观园中的园林建筑、山形水系、植物造景、小品点缀等，大都忠实于《红楼梦》原著的时代风尚和细节描写

荨

到北京接受治疗，陈增友夫妻俩露出久违的笑容

成都商报北京专电

记者 邱峻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