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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份》老片新放 纪念张国荣

老电影《缘份》于3月25日上映，
该片由张国荣、张曼玉、梅艳芳三位时
代偶像共同主演。影片上映6天，票房
累计突破千万。

《缘份》是一部港产青春爱情片。
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张国荣、张曼玉、
梅艳芳三人的组合，就是吸引他们走
进电影院的最大因素。这三位都曾经
是风靡一个时代的偶像巨星，特别是
张国荣，曾凭借《霸王别姬》在国际影
坛上创造了非凡的影响力。这部老片
新放，就是为了纪念已故的他。

此外，今天成都歌手谢黎明将在
成都东郊记忆携手四川荣迷，举办名
为《哥哥·声音——张国荣本来就是一
个人》的 2016 纪念张国荣演唱会活
动，并和四川荣迷演唱《深情相拥》《当
真就好》等经典歌曲。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任宏伟 陈谋

光线8000万入股
吴秀波张天爱经纪公司

3月30日晚间，光线传媒发布公
告，其子公司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 8000 万元认购上海喜
天影视文化有限公司37.5万元新增注
册资本，本次增资完成后，光线影业将
持有喜天影视10%股权。

公告显示，喜天影视成立于2013
年，是国内艺人体量最大的经纪公司
之一，旗下拥有近三十位知名艺人，不
仅有吴秀波、海清、张歆艺、王千源、李
光洁等实力派演员，而且拥有凭借《太
子妃升职记》身价暴涨的张天爱。喜天
影视不仅在经纪业务领域有强大资源
和丰富经验，同时在内容领域也有广
泛的版权储备以及因“经纪·内容”联
动而带来的独特优势。

业内表示，对于光线传媒而言，投
资喜天影视正是看中了其在艺人经纪
领域的资源和经验。尽管早在2008年
艺人经纪就成为光线传媒着力打造的
新业务，但是直到 2015 年三季报中，
艺人经纪都没有成为光线传媒的主要
营业收入，旗下也没有出现拥有超强
号召力的艺人。对于希望在艺人经纪
领域有所建树的光线传媒而言，投资
拥有丰富艺人资源和经验的喜天影视
而言看起来似乎是水到渠成。

此外，光线传媒在自身艺人培养
方面也动作频频。一个月前，总裁王长
田宣布“2016 年光线经纪将新签 100
位艺人”，作为光线传媒 2016 年的发
展新规划之一，试图依托青春片的优
势，成为中国最大的年轻一代的艺人
经纪公司。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汪涵试水网络综艺
节目未上线招商已破亿
电视名嘴集体加盟网络自制综艺，业务能力越强保底分成越多

根据《2015 年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
告》，截至去年 6 月，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达到
4.61亿，此外，手机网络视频用户为3.54亿，
76.7%的视频用户选择用手机看网络视频，手
机已经成为网络视频的第一终端。当越来越多
的用户选择了手机观看视频后，名嘴也都纷纷
转换战场服务观众。

最近，汪涵（上图）出现在北京，为他在湖南卫
视以外的首个网络综艺主持节目——与优酷网合
作的自制综艺《火星情报局》举办“点火”仪式。在汪
涵之前，包括何炅、谢娜、马东、蔡康永、孟非等电视
主持大咖，早已开启拥抱新媒体的征程，连小S也
即将加入这个团体。

为什么电视台名嘴会集体试水主持网络自制
综艺节目？成都商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钱固然
是很重要的因素（与电视台相比，网络综艺节目酬
劳从几倍到40倍不等），但“保底分成”成为大腕
加盟网络综艺的重要原因。但钱并不是惟一原因，
节目的创新也非常重要。在节目内容制作方面存在
大量弹性空间，主持人的发挥空间也很大。

《火星情报局》究竟是一档什么
样的节目，目前仍是秘密。但是已经
录了两期的节目现场相当火爆。制
片人表示，一期节目里笑声就有几
百回。据介绍，节目以一群火星人模
仿“欧洲元老院”在一起议事，每次
派遣由明星艺人担任的“火星特工”
对有价值的话题进行趣味验证，然
后“提上来”进行讨论。

其实，这个节目最受关注的是
汪涵。之前何炅和谢娜都已经做过
网络综艺节目，这次汪涵也追随其
后试水。对试水的原因，汪涵坦言是
因为优酷的诚意，“大家不是在谈生
意，在电视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屏幕
可以尝试。而且网络的受众是另外
一批人群，之前我没有服务过，想尝
试一下。”记者了解到，除了做主持
人，汪涵也是这档节目的制片人，而
且制作团队来自于《天天向上》和

《越策越开心》的班底，这让汪涵感
觉很放心。

这档节目虽然还没上线，但已
经引发招商热潮。据优酷土豆 BG
联席总裁杨伟东透露，该节目招商
早已破亿，创下网络生产自制综艺
首季最高冠名纪录。不少人猜测，超
高的报酬是吸引汪涵加盟的重要原
因。“汪涵与优酷的某位高层相识已
经十多年，关系非常好，所以说这次
加盟并不单纯是为了钱。同时，因为
汪涵还带了制作团队加盟，他们应
该是有‘保底分成’的方式。你知道
视频网站的广告招商能力非常强，
这一块的收入非常惊人。”汪涵身边
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

早在 2014 年，蔡康永转战大陆，
成为爱奇艺《奇葩说》的导师，时任
爱奇艺首席内容官的马东当时就表
示，蔡康永第一季酬劳高达 8 位数。
相对应的是，蔡康永主持《康熙来
了》，酬劳仅仅为每集 2.4 万，12 年累
计酬劳，蔡康永拿到的是7500万元。
但目前，《奇葩说》爱奇艺已经播出
第三季，三季节目下来，他用两年的
时间就赚到了《康熙来了》五六年的
钱。而且就《奇葩说》的录制时间来
说，蔡康永要轻松很多。值得一提的
是，在《康熙来了》停播后，坊间传闻
蔡康永将加盟马东的估值 20 亿的

米未传媒，蔡康永并未否认，“听说
马东公司很值钱，说不定有可能签
下我！“成都商报记者向蔡康永方面
求证，对方并未回应，称蔡康永最近
忙于筹拍新片。

眼看老搭档转战大陆，《康熙
来了》另一位王牌主持小 S 也有望
来爱奇艺开辟新节目。据台湾地区
媒体爆料，小 S 的出场费约为每集
100 万 ，是《康 熙 来 了》的 40 倍 之
多。成都商报记者从爱奇艺方面确
认，爱奇艺已经和小 S 在洽谈，将开
播一档叫《姐姐好饿》的美食节目，
节目邀请男明星来担任嘉宾，一边
进行访谈，并依照男星的特质与小
S 进行互动。爱奇艺方面也表示，小
S 对节目的创意很感兴趣，但一切
还在洽谈中。

“保底分成”，之前周星驰电影
《美人鱼》便有这样的新闻，就是制片
方和发行方在电影上映前打一个赌，
发行方猜一个票房数字，制片方觉得
划算就签订协议，然后发行方马上把
这笔钱支付给制片方。电影上映完如
果票房没达到这个数额，那就算保底
方亏损倒霉；如果超过了这个数额，
发行方就有权利按照协议规定的比
例，比平时多拿一些分成。

其实在网络综艺节目中，“保底
分成”也是非常重要的元素。比如谢
娜加盟优酷土豆的网络综艺节目《暴
走法条君》，是按照主持酬劳计算的。
但汪涵的节目是带团队去合作，通常
都会有广告分成。就拿大家最熟悉的

《奇葩说》和爱奇艺，就是有“保底分
成”。《奇葩说》总制片人牟頔此前曾是
央视最年轻的总导演，2014年她带领
一支20余人的团队离开央视加入《奇
葩说》。她告诉记者，现在与爱奇艺主
要的分配方式，就是“保底分成”。“爱

奇艺先承担一部分费用（制作费），再
和我们进行广告分成。和爱奇艺的合
作没有排他性，目前我们与所有视频
平台都有接触，都有探讨的可能性。但
因为和爱奇艺有血缘关系，所以同等
条件下，肯定会优先选择爱奇艺的。”

至于“保底分成”的比例，记者也
试图向各大视频网站了解，但得到的
答复都是“商业机密”。到底是三七开
还是四六开？据知情人透露，要根据
具体情况来谈，“要看业务能力，业务
越强分成就越多。”当然，也有视频网
站并没有选择大咖。譬如搜狐视频，
他们都是自家主持人的节目，看重的
是性价比，譬如大鹏、于莎莎等。

谈到加盟网络综艺的原因，孟非
表示：“很多人都知道，《非诚勿扰》于
我，很像《快乐大本营》于何炅老师，
都是作为一生的事业在用心经营的，
但我们必须要创新。”

汪涵在谈到加盟网络综艺时表
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其实就像两根
筷子，“我们只有彼此相互配合，才可
以架起视听盛宴送到观众的眼前，让
他们特别愉悦地品尝。”成都商报记
者 任宏伟 邱峻峰 实习生 熊颖

加盟主持网络综艺
汪涵想尝试服务“新人”

小S与爱奇艺洽谈
出场费约为每集100万

名嘴加盟网络综艺
业务能力越强分成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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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名人堂
姚明坦言曾不敢想

北京时间昨日，据雅虎体育著名记者沃
纳洛夫斯基报道，休斯敦火箭队名宿姚明已经
确定入选2016年奈·史密斯名人堂，正式名单
将于4月5日前公布，届时，姚明将缔造历史，
成为首位入选名人堂的中国人，“大鲨鱼”奥尼
尔和艾弗森也可能一同入选。按照计划，在宣
布正式获选名单后，进入名人堂的仪式将于9
月10日在斯普林菲尔德进行。可以说，姚明终
于梦想成真，现在只是差一个官宣和仪式。

在雅虎体育报道后不久，姚明接受了休
斯敦媒体采访。姚明坦言这是自己迄今为止
获得的最重要荣誉。“你想想看，我的名字能
够和奥尼尔、穆托姆博、奥拉朱旺、德雷克斯
勒、J博士和摩西·马龙这些球员在一起。我
很难用语言描述我有多么幸运。”姚明说，

“当然，遗憾的是，我没有总冠军，所以名人
堂是我得到过的最重要荣誉。”

休斯敦是2016年NCAA最终四强赛的
举办地，官方会在这期间正式宣布姚明当选为

名人堂成员的消息。在NBA期间，姚明只效力
过休斯敦火箭队一支球队，能在这里宣布入选
名人堂的消息对于姚明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实话实说，最开始我的梦想并不是要
进名人堂，甚至不是打 NBA。”姚明说，“我
的梦想就是篮球。我很幸运在我的职业生涯
中，能够得到这么多的收获。我能够生活在
休斯敦，为火箭队打球，现在还入选了名人
堂。这一切让我对篮球运动充满感激。”

曾婉拒提名
或以球员身份入选

作为篮球界的至高荣誉之一，奈·史密
斯篮球名人堂旨在表彰那些对篮球运动有
着巨大或特殊贡献的人。名人堂提名大致分
为两类，一方面面向退役的篮球运动员，并
限制退役时间，此外就是面向那些为篮球事
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

早在 2011 年宣布退役时，姚明就获得
了名人堂的提名，以表彰他在推动篮球运动
国际化方面取得的成就，不过当时姚明婉拒

了名人堂提名的荣誉，他表示自己刚退役就
获得提名并不合适，出于对名人堂以及入选
成员的尊重，请求不要将他列入候选名单。

当被问到是不是更希望以球员的身份
进入名人堂时，姚明表示：“在我的职业生涯
中，有很多人已经不仅仅把我当做球员了，
所以我希望在我退役这件事情上，能够以一
个球员的身份退役。”

此次姚明是由国际委员会提名的，他的
主要对手是迪瓦茨、库科奇，但是他依然是因
为场上的表现而获得肯定。虽然有一些观点
认为姚明的职业生涯数据不够高，也从未获
得总冠军，但据雅虎体育透露，姚明此次入选
与穆托姆博、奥斯卡·施密特、萨鲁纳斯·马修
利奥尼斯等人一样，名字将会被列入“球员”，
而不是“贡献者”里面。这意味着，姚明将有望
如愿以偿，以球员身份入选名人堂。

姚之队回应
暂未计划赴美 重心在中职篮公司

在获悉姚明成功入选篮球名人堂后，成

都商报记者昨日电话联系了姚之队成员陆
浩，他表示由于官方还未正式宣布，姚明与
姚之队暂时不便就此事过多讨论。随后，成
都商报记者又电话采访了姚之队核心成员
章明基，据他了解，姚明近期暂时没有赴美
计划，他的工作重心还是在刚刚成立不久的
中职篮公司上。

今年年初，18 家 CBA 俱乐部联手签署
注册“中职联篮球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牵
头人正是姚明。股东董事化管理、俱乐部形
成利益共同体、自行运营 CBA 联赛……这
些都是中职篮公司未来希望做到的事情，
不难看出，其终极目的是能像美国NBA那
样，真正让所有参与者形成一个“联盟”，共
同把 CBA 联赛的品牌做大做强，从而实现
利益均沾。目前公司刚成立，对于牵头的姚
明来说，更是有大量的事情等着他去处理。
退役多年，姚明还在为中国篮球的未来在
贡献自己的力量，他的一辈子也很难与篮
球分开。名人堂，这个篮球世界的最高荣
誉，算是对他多年努力的一个褒奖。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又一位巨星将告别足坛。据《米兰体育
报》昨日消息，当地时间本周四，乌拉圭传奇
球星雷科巴在首都蒙得维的亚举行一场告别
赛，随后这位国米传奇将正式退役。国米俱乐
部宣布，将派出萨内蒂、托尔多、维埃里等名
宿作为代表参加雷科巴的告别赛。

雷科巴出生于 1976 年 3 月 17 日，是一
名才华横溢的天才球员，能打前锋和前腰

位置，惯用脚是左脚。素来以精湛的技术和
精准的射门著称，带球、传球、射门和定位
球，几乎所有技术他都掌握得炉火纯青。因
为雷科巴长着一张东方人的脸，因此他被
球迷亲切的称为“中国男孩”，深受中国球
迷的喜爱。

国际米兰签下雷科巴，是因为时任主
席莫拉蒂看到了一盘录像带：效力乌拉圭

民族队的雷科巴，攻入了一个马拉多纳式
入球，他从半场处带球，一路过关斩将破
门，尽展他的速度、力量和技术。雷科巴职
业生涯最为成功的岁月都是效力于意甲豪
门国际米兰，在十年蓝黑生涯中，雷科巴虽
未一直占据主力位置，但却是主席莫拉蒂
和球迷最喜欢的球员，甚至一度拿着全世
界最高薪水，风头盖过了当时的世界第一

人罗纳尔多。
2007 年，雷科巴结束了国际米兰的十年

岁月。辗转多支球队后，最后回归到民族队，
直至宣布退役。国米官网宣布，“萨内蒂和托
尔多将作为国米俱乐部的代表，参加雷科巴
在蒙得维的亚的最后一场比赛，并向雷科巴
传达国米俱乐部和球迷们的良好祝愿。”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英足总指控曼城后卫赌球

英足总昨日官方宣布，正式向曼
城中后卫德米凯利斯提出指控，这位
阿根廷国脚涉嫌赌球。英国BBC消息
称，德米凯利斯若无意外，将被严惩。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英足总，还是英
国媒体并未透露他下注的比赛是否与
曼城有关。

2015 赛季起英足总宣布了新的
规定，所有现役的职业球员一律不能
参加任何足球博彩活动，也不能将内
部信息透露给第三方作为博彩用途。
据悉，德米凯利斯涉嫌在今年1月22
日到 28 日之间有 12 次违规行为，不
过目前还不知道德米凯利斯究竟涉
嫌下注什么赛事。当地时间 4 月 5 日
17点前，德米凯利斯需要向英足总回
应这一指控。本赛季德米凯利斯为曼
城在英超出场 18 次，他多次在比赛
中出现失误。

又讯 瓦伦西亚昨晨发表官方公
告，宣布解除加里·内维尔一队主帅
职务。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再见“中国男孩”雷科巴宣布退役

登堂入室
奈·史密斯篮球名人纪念堂是每一名篮球运动员心目中最神圣的殿堂，

而如今这一殿堂也将出现中国人的身影。昨日，据美国雅虎体育等多家美
国媒体和新华社消息，凭借杰出的篮球生涯以及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姚明
将正式入选2016年名人堂。他的名字也将和乔丹、张伯伦、拉里·伯德等传
奇一起，为后世所瞻仰。尽管姚明昨日在接受休斯敦媒体采访表示：“自己
非常幸运并充满感激。”但姚之队成员陆浩昨日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电话
采访时却低调地表示：“由于官方还未正式宣布，暂时不便就此事过多讨
论。”姚之队核心成员章明基则也表示，姚明近期暂时没有赴美计划。

男篮公布集训名单
四川金强两将入选

千呼万唤始出来！昨日中国篮协
终于公布了男篮集训大名单，名单共
有23名球员，其中包括两位四川金强
球员贾诚与王汝恒，不过名单并没有
包含主教练的人选。此次23名球员将
分三批报到，备战即将到来的里约奥
运会。

根据篮协发布的通知，包括周鹏、
丁彦雨航在内的第一批14名球员于3
月 31 日报到。而郭艾伦、李晓旭、贾
诚、王汝恒这四位参加了CBA总决赛
的球员作为第二批球员 4 月 10 日报
到，此外，易建联、王哲林、贺天举、周
琦和赵继伟的报到时间暂未确定。在
此前发放给俱乐部的这份名单中，第
一批队员原定计划于31日报到，不过
这批队员目前已经接到通知，将推迟
到4月5日报到。此前男篮主帅宫鲁鸣
就续约问题一直未能和篮协达成一
致，这也让主帅人选一直悬而未决。此
次男篮终于公布集训大名单，不过仍
然未能公布主教练人选。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姚明入选NBA名人堂

姚明带女儿参加2016年NBA全明星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