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暑期档

有
点
冷

去年的电影暑期档
可谓热闹非凡，不
仅出现了《捉妖记》
《大圣归来》《煎饼
侠》等“黑马电影”，
还创造了国产电影
暑期档票房纪录。

而今年暑期而今年暑期
档档，，用用““冷冷””
来形容毫不来形容毫不
为过为过。。

针对今年暑期档票
房遇冷现象，成都
商报记者采访了多
位业内人士，除了
票补大潮减退这一
客观原因外，今年
的华语电影质量整
体不如去年已经成
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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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份，因为有了《捉
妖记》《煎饼侠》和《大圣归来》
三部影片的发力，当月55亿元
票房总额创造了中国电影史
上首个单月票房破50亿元的
纪录。

也许是去年暑期档市场表
现过于惊艳，让片方对今年暑
期档有了更高的期待。今年仅
在7月份和8月份两个月，就有
超过90部电影上映，而去年整
个第二季度上映的电影才86
部。但从目前的票房总额来看，
今年的暑期档市场表现颇为疲
软。截至7月24日，7月份的当月
票房为36.59亿，超越去年7月
份55.06亿元的记录已经成为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从单部影片的票房来
看，今年暑期档还未出现票房
超过10亿元的电影。截至记者
发稿，7月份领头羊《寒战2》总
票房刚过6.5亿元，该片上周票
房虽然仍然排第三位，但目前
单日吸金不到1000万元。此外，
已经上映6天的成龙新片《绝地
逃亡》票房还未突破5亿元，《大
鱼海棠》票房为5.4亿元。而去
年暑期档，《捉妖记》票房破20
亿元，《煎饼侠》票房过10亿元，
就连动画片《大圣归来》也取得
了9.56亿元的惊人票房。

7月份电影票房
较去年大幅度缩水

祸起酒后：
女同事哭诉，被控强奸罪

39岁的杨荣与杜鹃同在崇州市
一家社区卫生服务站工作。杨荣是
卫生服务站后勤人员，杜鹃则是护
士。杜鹃刚来上班，杨荣就对她表示
好感。

去年8月6日晚，二人与单位同
事聚餐，都喝了酒。散场后，同事们
返回单位，准备打麻将娱乐。杨荣去
杜鹃的寝室叫杜下来打麻将。杜不
想去，杨荣顺手将房间门反锁，与杜
鹃发生了性关系。

次日凌晨2时许，杜鹃报案，称
自己被杨荣强奸，杨荣在寝室内
被抓。

杜鹃告诉办案民警，杨荣强行
与自己发生性关系，整个过程她一
直在呼叫，“我一直在反抗，但力气
没有杨大，没能将他推开。”后来，同
事敲门时，杨荣从寝室内厕所窗户
翻窗离开现场。同事进来后，杜鹃向
同事哭诉自己被强奸的遭遇。

杜鹃还记得，此前杨荣曾对她
动手动脚，但没有得逞。

为此，崇州检察院认为，杨荣违
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

系的行为，应当以强奸罪追究刑事
责任。

多名证人：
二人关系暧昧，动作亲密

那么二人的关系究竟如何，是
否如杜鹃所说的是强奸呢？多名证
人证实，杨荣经常为杜鹃煲汤、买
夜宵、煮早点，帮杜鹃带孩子，还
看到过他俩在公共场所一起牵着
手散步。

同事王兴说，他们在打麻将时，
他看到杜鹃给杨荣按摩肩膀，杨荣
对杜鹃有亲密动作，二人经常会开
一些比较过分的玩笑。

对于二人的关系，杜鹃也承认，案
发前他俩经常在微信上聊天说一些暧
昧的话，有时候杨荣会用手摸她。

事发后，杨荣的老乡李武从杭
州过来处理他的事。李武听说，二人
曾协商解决方案，杜鹃要价5万元，
协议书也写好了，后来杜鹃去楼上
打了一个电话，下来后就不同意了，
涨到了10万，杨荣没有同意。

最终，杨荣的家人给杜鹃转账6
万元，杜鹃对杨荣予以谅解，并恳请
办案机关对杨荣宽大处理。

涉案男子：
违背道德，但没有强奸

“我和她都是有家室的人，前一
段时间确实在追求她，双方关系暧
昧，当晚确有与她发生性关系的意
图，杜鹃当天也没有反抗。”杨荣在
法庭上说，他的行为只是违背道德
准则，并不构成强奸罪。

辩护律师提出，他俩关系暧昧，
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后，不排除杜
鹃后悔而提出索赔，索赔不成继而
控告杨荣强奸的合理怀疑，“事发后
杜鹃通过多名同事与杨荣协商赔
偿，在长达5个小时之后由于协商不
成，杜鹃才向公安机关报案。”

另一名辩护律师指出，夏天穿
衣较少，如果杜鹃反抗，自己或对方
身上一定会留下伤痕，但双方身上
没有任何伤痕，衣物也没有扯破现
象。杜鹃要是呼叫，多名证人也可听
见，但证人均表示没听到呼救声。

法院判无罪：
不存在不知、
不能、不敢反抗情形

崇州法院对证据分析认为，杨

荣、杜鹃均承认案发时发生了性关
系。杜鹃虽然饮酒，但自述头脑是清
醒的，事后也能详细陈述案发过程，
不存在“不知反抗”的情形。

杨荣是卫生服务站后勤人员，
杜鹃是护士，二人不存在职务上上
下级关系。杜鹃陈述案发过程中杨
荣没对自己实施暴力和语言威胁，
不存在“不敢反抗”的情形。

同时，杜鹃说她被杨荣压在身
下，自己没有杨的力气大，没能将杨
推开。但案发时间为晚上9时左右，
地点为宿舍二楼房间，室外近距离
有多名同事，杜鹃具备求救、逃离的
可能性，不能认定杜鹃在案发时存
在“不能反抗”的情形。

崇州法院认为，强奸罪是指行
为人采取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
违背妇女意志强行发生性交的行
为。该案证据不能证明杨荣对杜鹃
实施了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违背
杜鹃意志强行与她发生性关系。不
能排除在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后，
杜鹃控告杨荣强奸的合理怀疑。公
诉机关指控杨荣犯强奸罪证据不
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最终作出
如上判决。（涉及隐私，文中人名系
化名） 成都商报记者 王英占

事实上，从今年5月份开始，国
内电影票房的增速就开始放缓，暑
期档也未能如去年一般火爆，市场
似乎出现下滑趋势。

谈到这一现象，光线传媒总裁
王长田说，去年全年的票补能够达
到40亿~50亿元，但今年票补总额
大幅度下降，“票补减少之后才能
表现出我们观众真正的消费能
力。”王长田指出，今年华语电影的
质量整体不如去年，上半年曝出的
虚假票房等现象也引起了观众的
反感。对于今年出现的一些排片垄
断，他认为各家院线重点考虑的还
是商业利益，他不认为排片会决定
一部影片的命运。

截至目前，光线传媒出品的
《大鱼海棠》票房为5.4亿元。对于
这一成绩，王长田坦言并未达到其
心理预期，但在今年暑期档中已经
十分难得。“如果《大鱼海棠》去年
上映，我觉得还是能达到10亿，”王
长田表示。

而在资深电影市场研究专家
蒋勇看来，今年暑期档最大的失落
在喜剧电影方面。“我们看到能够
成为爆款的电影无非就是神话、奇
幻、喜剧这几种题材，但今年，打造

《煎饼侠》的团队没有作品，开心麻
花团队没有回归，徐峥、宁浩这些
经过市场考验的团队没有新作，所
以喜剧要想成为爆款的可能性不
太高。”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票房遇冷
今年暑期档还未现
“10亿级”电影

业内分析
今年华语电影质量
整体不如去年

借着湖南卫视《我们来了》在成都
录制节目的档口，著名影星刘嘉玲带
着妈妈昨日下午专程来到老朋友、著
名艺术家周春芽位于蓝顶的工作室聊
天。她此行还有一个目的，之前两人携
手创作了“绿狗限量款珍藏腕表”，旨
在呼吁更多人关注残疾儿童的成长，
刘嘉玲这次就是以公司的名义将绿狗
腕表售卖所得善款共计人民币150万
元，捐献给成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五
彩基金。

一袭小碎花蓝布裙子，刘嘉玲一
进周春芽工作室就拉起了家常，“你儿
子还在睡觉吗？他好可爱的。”大约两
年前，刘嘉玲做客五彩基金为孩子们
做公益，当时成都商报记者问及她的
收藏，她坦言自己非常喜欢“桃花”。因
为著名美术指导张叔平的介绍，刘嘉
玲迷上了艺术家周春芽笔下的桃花作
品，并约定要收藏周春芽的作品。两年
后，周春芽终于完成这件作品，被刘嘉
玲精心挂在自己的客厅，“梁朝伟也很
喜欢周老师的桃花。”

刘嘉玲告诉记者，在家里，她和梁
朝伟的收藏各有不同的渠道和偏好。

“我就喜欢油画，还想拜周老师为师，
就是怕他没有时间嘛。我们家的那位
喜欢收藏木头，木质家具、古董家具很
打动他，他也收藏了一些，另外他还喜
欢收藏玉器。”

提到自己热衷的慈善，刘嘉玲表
示自己接下来将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
的力量，比如她不经意间成为五彩基
金的形象代言。值得一提的是，五彩基
金是由艺术家周春芽捐资及发起的，
其主要成员均为艺术家，旨在集合艺
术及社会资源，合理募集社会慈善资
本，并以艺术教育为基础，开展“艺术
助残计划”。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任宏伟 摄影报道

块头莽、作风彪悍的大货车，单
是轮胎就有几排，其中一个就有上
百斤重，当这个巨轮以近40码的时
速向你滚过来，你会怎么办？

昨日上午，车辆飞驰的成龙大
道上，一个带有缸盆的货车轮胎突
然出现在马路中间，以近40码的速
度斜着滚了约150米，最后撞破一园
区大门的门卫室钢化玻璃，冲进屋
内，而门卫室里值班的保安黄国长
在轮胎闯进来前3秒钟，鬼使神差地
走出了门卫室，躲过一劫……

老黄事后说，当时正是看到轮
胎从远处滚过来，本想出去看到底
怎么回事，没想到就此逃过一劫。

目前，警方正对此事进行调查，
暂时还无法确定轮胎从何而来。

惊险
轮胎闯进门卫室保安脱身

门卫室应该是很安全的，但昨
日龙泉卡尔中心园区的门卫室，门
和玻璃碎碴散落一地，凳子倒在墙

角，办公用具乱七八糟倒在地上。保
安黄国长坐在沙发上发呆，旁边倒
着一个黑色的货车轮胎。“就是这个
轮胎，把这里弄成这样，还差点把我
弄翻了。”

昨日上午10时许，一个货车轮
胎突然从成龙大道马路中间滚了起
来，迅猛地斜着跨过整条马路，直奔
路边卡尔中心大门的门卫室。记者
在监控视频中看到，当时马路上一
辆货车经过不久，黑色的轮胎就快
速一路滚来，最后在门卫室前的减
速带上突然腾起。

而此时的门卫室里，54岁的黄
国长正在值班，他突然从凳子上起
身，漫不经心地走到门口，拉开门走
了出去，3秒钟之后，玻璃碴碴垮落
一地——轮胎冲进门卫室，不偏不
倚正好将老黄先前坐的凳子撞飞到
墙角。

一瞬间，门卫室里一片狼藉，几
秒钟之后，老黄返回门卫室，神情淡
定。但在看了整个监控视频后，同事
都为他捏了把汗。

幸运
轮胎滚来时他出去看稀奇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现场
量了一下，轮胎直径1.1米，厚度30
多厘米，型号为11.00R20，记者咨询
附近一位货车修理厂师傅得知，这
种轮胎一般只有双桥车采用，“双桥
车轮胎最大也就11.00R或12.00R，
连缸盆一起，有100多斤重。”成龙大
道事发路段限速60公里/小时，根据
轮胎滚来的距离和冲进门卫室的时
间，大致可以算出，当时轮胎滚动的
速度近40公里/小时。

老黄没有受伤，他告诉记者，当
时坐在门卫室，远远望到了马路中
间有轮胎滚过来，“我有点好奇，走
出门去看到底怎么回事。”他没想
到，这个引起他好奇的轮胎，正像一
个魔鬼一样，向他滚过来。而正是出
门看稀奇这个举动，让他逃过一劫。

老黄说，看到轮胎向自己靠近，
本来想伸手去抓它，但在最后时刻，
他还是选择退开。“算了，我直接被

吓得往旁边退了一步，还差点摔
倒。”他说，他也不知道轮胎从何而
来，他看到轮胎的时候，轮胎已经在
路上滚了一段时间了。

轮胎脱落的事并不是首次发
生。去年6月21日，三环路金牛立交
到羊西立交之间外侧辅道上，一辆
水泥罐车轮胎脱落，将路边一位50
多岁的女环卫工撞倒，环卫工当场
身亡。

神秘
龙泉交警正调查轮胎来源

事发后，龙泉交警大队民警赶
到现场，由于没有人前来认领这个
轮胎，而轮胎滚行的路段，没有监控
视频，而仅凭门卫室的监控，无法看
清楚轮胎滚动前驶过的大货车车
牌，因此，警方目前无法确定轮胎到
底从何而来。

交警称，从目前的情况看，这应
该属于一场交通意外，不过如果轮
胎确是在货车行驶过程中脱落，可
以认定其车辆安全技术不过关，车
主应赔偿门卫室的损失。

卡尔中心董事长助理张锡旺
说，今后打算在大门口增设减速带，
并希望司机在行车之前检查车辆。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实习生 巫金香 摄影报道

与女同事发生性关系
男子被控强奸罪，法院判无罪

过过1010亿亿 55..44亿亿

破破2020亿亿

99..5656亿亿 未破未破55亿亿

66..55亿亿

百余斤轮胎滚滚而来
保安看稀奇躲过一劫

阿里影业
上半年预亏损4亿元

阿里巴巴影业集团近日发布业绩
预警公告，称2016年上半年亏损同比
增加，预计净亏损将在4亿元至4.5亿
元左右，亏损主要原因是“淘票票的市
场推广支出”。

2015年年底，阿里影业从阿里巴
巴集团收购淘宝电影业务，经过一系
列业务整合后，淘票票成为阿里影业
的宣发平台。阿里影业方面称，淘票票
目前市场占比已超过20%，成为在线
售票市场份额第二的产品。2015年1月
份其单日最高出票量为30000张，2016
年的单日出票量最高已达300万张。

业内人士指出，从长远来看，一旦
淘票票占据有利市场份额，会让阿里
影业获得新的盈利空间。只是由于如
今各大平台的竞争加剧，淘票票究竟
多久才能让阿里影业扭亏为盈，尚不
得而知。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崇州一卫生服务站的后勤
人员杨荣与护士杜鹃平常关系
暧昧，一次单位聚餐饮酒后回
到单位宿舍，二人发生了性关
系。对于这次性关系，杜鹃说自
己是被强迫的，自己被强奸了；
杨荣却说双方是自愿的。协调
到次日凌晨，杜鹃报警，控告杨
荣强奸自己。

从强奸罪的构成要件，
崇州法院综合证据全面分析
认为：杜鹃虽然饮酒，但自述
头脑是清醒的，事后也能详
细陈述案发过程，不存在“不
知反抗”的情形；二人不存在
职务上下级关系，且杜鹃称
杨荣没对自己实施暴力和语
言威胁，不存在“不敢反抗”
的情形；案发时杜鹃具备求
救、逃离的可能性，不能认定
杜鹃在案发时存在“不能反
抗”的情形。

崇州法院认为，现有证据
不能证明杨荣对杜鹃实施了暴
力、胁迫或其他手段，违背杜鹃
意志强行与她发生性关系。昨
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崇州法
院最近判决杨荣无罪。

香港苏富比找了个新伙伴
居然是BigBang的T.O.P

7月25日，香港苏富比拍卖行宣布
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合作伙伴——崔胜
铉，也就是韩国天团BigBang的成员T.
O.P。今年秋季，他将以客席策划的方
式参与当代艺术晚间拍卖专场。这场
拍卖专场取名为“#TTTOP”，灵感来
源于T.O.P本人超过500万粉丝数量
的Instagram账号。

据了解，这个专场特别为一众年
轻藏家来设定，不单是T.O.P的首个
拍卖策展项目，更是香港苏富比首次
与年轻藏家以策展人身份合作。“我希
望这场拍卖能够给年轻的、缺乏经济
支持的艺术家提供一些稳定的工作场
所。”T.O.P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我在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家庭
长大，”T.O.P这样告诉大家，“我家
里所有的女性成员都是艺术专业，她
们不是艺术家就是教师，韩国当代艺
术的大师李仁成、金焕基等都是我家
的亲戚。”而T.O.P个人的爱好也很独
特——他喜欢收藏椅子，现在他收藏
了80多把，大部分都在父母家里。“最
开始收集的时候成员（BigBang）都对
设计不太了解，开玩笑说这是主妇的
爱好，凡是要买家具的时候，都会来问
我的意见，社长也会来问，哈哈。”在T.
O.P看来，获得一件优秀家具时自己
是很幸福的，“会产生要加倍努力工作
的想法。优秀的设计中蕴含了强大的
能量，坐在那样的椅子上时，连写歌词
都会更顺利。”

据苏富比透露，这场拍卖会的部
分所得将会捐赠给亚洲文化协会。“这
场拍卖将会更接近于一个捐赠计划，
T.O.P保证不收取报酬，”一位YG娱
乐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邓美君

刘嘉玲美美哒
到了周春芽工作室

门卫打扫满地的玻璃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