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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名家精选文库”出版

3位川内名家入选 用文字传递丝路文明

因为《三傻大闹宝莱坞》被中国观众熟知的印
度著名演员阿米尔·汗又拍出了口碑炸裂的新片
——《摔跤吧！爸爸》正在国内热映，电影上映首日
（5月5日）全国影院排片占比仅有13.8%，却获得
了34%的上座率，成为同期电影之首。随电影口
碑高涨，中国观众给这部电影打了史上最高分！目
前该片在豆瓣评分高达9.3分、猫眼电影9.8分、
映后观众留言评论更是零差评。

这部电影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如此高口碑的
电影，为何遭遇万达院线的低排片？昨日，成都商
报记者采访了电影主创以及发行方相关负责人。
而万达院线和华谊均没有正面回应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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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众给这部印度电影打了史上最高分
上映首日，《摔跤吧！爸爸》在万达院线排片占比仅为2.9%

万达院线低排片
是对华谊兄弟的再次“封杀”？

万达院线和华谊昨日均没有正面回应此事

不光增肥、减肥
阿米尔·汗还摔跤训练一年半

《摔跤吧！爸爸》除了父女之间的感情，阿米
尔·汗身体的巨大变化也是一大看点，年过50岁的
阿米尔·汗为了角色增肥又减肥，吃尽苦头。据了
解，阿米尔·汗在片中出演男主角19岁、29岁和55
岁三个不同年龄段。阿米尔·汗在完成19岁的戏份
后，短时间内增肥28公斤，以100公斤的体重出演
角色55岁时的状态，最后，为了贴合该角色29岁摔
跤手生涯黄金时期的体型，阿米尔·汗又用了5个
月的时间，不仅减掉了25公斤的赘肉，更学习摔跤
技巧，练就了拥有八块腹肌的魔鬼身材。

除了身体的变化，阿米尔·汗在电影拍摄前
就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他和原型人物马哈维亚
见过很多次面，“我和他进行互动，对他进行深
入的了解，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他的生命是怎
么样的。”阿米尔·汗还透露，电影99%的故事情
节都是真实的，“是尊重原型的一个故事”。

电影拍摄之初，阿米尔·汗请了专业教练进
行训练，因此在训练过程中，受伤也是家常便
饭，“因为摔跤运动就像拳击一样，它是一种特
殊的体育运动。我和我的两个‘女儿’都进行了
为期一年半的摔跤培训，这个过程非常困难。”

前一段时间，阿米尔·汗曾来成都，接受成
都商报记者采访时，他表示，他接拍新片的标准
是角色能打动他，《摔跤吧！爸爸》中的父亲角色
就非常打动他。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摔跤吧！爸爸》这次引
进国内的版本比在印度上映的版本大概少了20
分钟，电影发行方相关负责人表示删减部分不
影响观看，“比如前半段训练女儿时，他晚上悄
悄帮女儿捏脚。还有大女儿去了体育大学后，和
同学一起吃零食、逛街、看电影、跳舞等一些生
活场景被剪了。”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摔跤吧！爸爸》自从在印度公映
以来，便以39亿卢比的成绩打破了阿
米尔·汗的另一部作品《我的个神啊》
的纪录，登顶宝莱坞电影历史票房榜
首。其实这部电影的故事并不复杂，
电影根据印度摔跤手马哈维亚·辛
格·珀尕的真实故事改编，阿米尔·汗
饰演主角，力排众议将自己的女儿培
养成世界冠军，在收获荣耀的同时，
打破了印度性别不平等的传统，更体
验到父女温情。

《摔跤吧！爸爸》于5月5日全国正
式公映，在好莱坞电影具有压倒性的
优势之下，全国影院排片占比仅有
13.8%，却获得了34%的上座率，成为
同期电影之首；好莱坞大片《银河护
卫队2》当天的排片占比超过40%。据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影片上映首日，
成都影院排片总数不足千场，远远低
于同期上映的好莱坞大片《银河护卫
队2》。随着电影口碑持续发酵，目前，

《摔跤吧！爸爸》全国影院排片占比已
经上升到20%。

电影中，阿米尔·汗不顾家人亲
友的冷嘲热讽和社会上的歧视戏谑，
为女儿一步步争取到训练条件和比
赛机会。片中，阿米尔·汗女儿有不少
摔跤比赛的场面，影片最后的重头比
赛看得观众手心冒汗，当女儿赢得比
赛，竟然有观众抑制不住内心的激
动，在影院起立鼓掌。

成都观众“summer.liao”说，她已
经看了三遍《摔跤吧！爸爸》了，“每一

遍都会看哭。”观众“莎莎妹”说：“阿
米尔·汗扮演的父亲角色不苟言笑、
专制、自负，但是有对孩子的爱心，对
家庭的关心和对国家的情怀。”

随着《摔跤吧！爸爸》的热映，两
大影业巨头华谊和万达的恩怨再次
被提及，据猫眼数据显示，电影上映
首日，《摔跤吧！爸爸》在万达院线的
排片占比仅为2.9%，上周末两天的
排片占比上调至3.9%。目前该片在
万达院线的排片和其他院线相比仍
然很低，但和前几天相比有所提高，
5月9日排片占比达到7%左右。业内
人士表示，万达院线对《摔跤吧！爸
爸》的低排片是针对华谊兄弟的再
一次“封杀”，去年华谊出品的《我不
是潘金莲》就曾因万达排片问题遭
到了导演冯小刚的微博炮轰。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试图采访当事双方，
不过，万达院线和华谊方面都没有
正面回应此事。

据成都商报记者了解，《摔跤吧！
爸爸》的电影发行方华影天下，其实
在院线市场的实力并不弱。成立于
2016年6月的华影天下，由华谊兄弟
以51%的股权控股，旗下有叶宁实控
公司兄弟鼎立占股20%、大地影院及
上海电影各12%、微影时代5%，几大
股东在内容制作、互联网发行、院
线、影院领域都占据着重要的市场地
位。据猫眼电影数据显示，5月9日，
大地影院《摔跤吧！爸爸》排片占比
高达26%。

停播的《白鹿原》
10日江苏卫视复播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相关渠
道获悉，播出仅一集就紧急停播的

《白鹿原》将于10日复播，该消息得
到安徽卫视、江苏卫视的证实。江
苏卫视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该剧复
播后将从第一集开始播出。

4月16日，改编自陈忠实同名
小说的电视剧《白鹿原》在江苏、安
徽卫视播出，但播出仅一集就被紧
急停播。对于叫停原因，有人猜测
是因为“尺度过大”需要整改，但投
资方之一的三尚传媒予以否认。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过节孝敬父母，他送虫草

昨日，在成都一家事业单位上班的
李先生趁着午饭时间来逛买够网生活馆
特卖会。“现在的老人不愁吃不愁穿，也
有钱花，要买到让他们喜欢的礼物真不
容易！”李先生说，马上就是母亲节了，他
给自己父母和岳父母的礼物还没有选
好。前几天听朋友推荐买够网正在举行
藏区新鲜虫草特卖会，就过来看看。“这
干虫草见得多了，裹着黑泥巴的原生态
鲜虫草还没见过，亲眼看着工作人员刷
泥、抽真空，感觉很不错，每根虫草都色
泽金黄，根条饱满，价格也不错，我给父
母和岳父母分别买了100根小规格的新
鲜虫草。”李先生对这次购物很满意。

优质三角燕，特价18元/克

燕窝是一种特殊的雨燕科鸟类——
金丝燕用自己的唾液和一些羽毛混合而
建筑的巢，在全世界的数十种雨燕科鸟

类中，只有在中国云南、海南一带以及马
来西亚、印尼等地栖息的金丝燕，它的唾
液中才含有高纯度和高营养价值的蛋白
质成分，成为难得的补品，跻身传统“上
八珍”之列。

买够网生活馆特卖会为市民带来的燕
窝产自马来西亚，不仅有28元/克的精品官
燕（这是由金丝燕第一次筑的巢采摘而来，
质地纯洁，是燕窝中上品），还有18元/克的
三角燕窝（金丝燕将巢筑在墙角形成的三
角形燕盏），满足您的不同购买需求。

母亲节当日下单，福利多多

为了回馈市民朋友，买够网生活馆
在本周日母亲节当天将派送60份福利：
1、当天前10名下单虫草燕窝的客户，赠
送价值468元的洁牙券一张。2、50份米嬴
牌正宗五常稻花香有机米（1斤装）免费
送，即日起可拨打买够网热线86626666
报名预约，预约成功后于本周日上午10
点到买够网生活馆门店领取。 （余兰）

紧凑的节奏，优质的表演，不
多一句废话废镜头，酣畅淋漓！这
就是2015年大热的美国电影《爆
裂鼓手》。片中男主角对打鼓速度
近乎变态的追求，给人留下极深
的印象。其实，男主角在表演时基
本都是假打，而为他打鼓配音的
鼓手，则是当代最杰出的鼓手、作
曲家、教育家、数次格莱美获奖大
师彼得·厄斯金（Peter Erskine）。
前晚8时，这位大师带着新三重奏

“The New Trio”来到成都，在梵
木创意区的正火艺术中心一号
馆，为成都的乐迷带来一场最新
的音乐盛宴。随同厄斯金来蓉的
还有钢琴家、作曲家沃登·欧斯
平，贝斯达米安·厄斯金等优秀的
音乐家。

过去10年间，厄斯金担任南
加州大学桑顿音乐学院爵士鼓专
业的主任。这种从舞台转变到教
室的经历，让大家很容易将其与
电影《爆裂鼓手》相比较。巧合的
是，他也参与到这部电影制作中，
为男主角打鼓配音。只不过，谈到
这部电影让普通大众会对爵士教
育带有怎么样的印象和看法时，
厄斯金坦言，“我很失望，恐怕任
何一个观众都不会发现玩音乐过
程中的那种喜悦，而这种喜悦其
实经常是大型排练和演出的一部
分。音乐家创造音乐是因为他们
热爱音乐。在我看来，这些在电影
里面都没有真正显现出来。”

虽然有些失望，但厄斯金也
表示导演和剪辑师很不错。“一个
鼓手爬出一辆汽车的残骸，在受
伤流血的情况下居然设法让自己
赶到了舞台，在这个重要的地区
大乐队比赛（虽然其他乐队都没
出现过）上卖力地表演。爵士乐有
着太多的自由精神，以至于这种
情况很难发生。我从来没有见过
一个乐队表现成这样，或者演出
现场如此寂静。同样，如果谁想测
试一下我的节奏，那么应该给我
一个4拍而不是2拍——亲爱的指
挥先生，你甚至都不知道进入演
奏时倒数该是什么节奏。”

这次，彼得·厄斯金和他的朋
友们来到成都，除了带来新三重
奏“The New Trio”之外，还在
大师班上为成都的爵士乐爱好者
进行指导。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爆裂鼓手”彼得·厄斯金
首次来蓉演奏

《爆裂鼓手》
男主角在“假打”

近日，中国出版集团华文出版
社、人民日报《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社
联合编辑出版的大型文库——“丝绸
之路名家精选文库”正式出版发行，
收录了王巨才、丹增、陈世旭等14位
名家的散文随笔。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这 14 位 名家
中，有3位作家和四川有千丝万缕
的联系，分别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吉
狄马加的《与白云最近的地方》、四
川省作协主席阿来的《从拉萨开
始》、成都市文联主席梁平的《子在
川上曰》。

14位名家 写丝路文明

“丝绸之路名家精选文库”是一
项浩大的文化工程，首期第一辑收录
了14位名家的散文随笔：王巨才的

《垅上歌行》、丹增的《海上丝路与郑
和》、陈世旭的《海的寻觅》、陈建功的

《默默且当歌》、张抗抗的《诗性江
南》、梁平的《子在川上曰》、阿来的

《从拉萨开始》、吉狄马加的《与白云
最近的地方》、林那北的《蒲氏的背
影》、韩子勇的《在新疆》、刘汉俊的

《南海九章》、叶舟的《西北纪》、郭文

斌的《写意宁夏》、贾梦玮的《南都》。
“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贸交易之

路，也是一条文明沟通之路。丝绸之
路是两千年来人们无形之中形成的
一种关于命运共同体的纽带。对于
我们而言，它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文
化遗产。”这套文库主编、人民日报
文艺部副主任李舫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这套精选文库以散文的形式，通
过文学家个性化的观察与笔触，展
现我国丝路沿线的历史人文、地域
风情，意在提供一套向世界展示中
国的“文化名片”。

吉狄马加、阿来、梁平入选

值得一提的是，这14位名家中，
吉狄马加、阿来、梁平3位作家和四川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李舫介绍，吉狄马加来自四川大
凉山，是一个地道的用汉语写作的少
数民族作家，“少数民族诗人用汉语
创作，他会有一些隔，也会有一些融。
他能非常好地拿捏汉语写作和彝族
思维这个隔融程度。这种分寸拿捏得
好，作品就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对于阿来，李舫认为，他的诗很

少为人知，但其诗歌创作是非常有建
树的。同时，他的散文写得非常好，

“讲现代文明、讲全球化、讲民族融合
和民族冲突对嘉绒文化的影响和冲
击，非常准确，非常真诚。”

在李舫看来，梁平是一位像侠客
一样的诗人，到《星星》诗刊，后来在

《草堂》，现在是《青年作家》，梁平不
仅是诗人，更是身体力行推动诗歌发
展的实践者。“他散文写得也很棒，特
别是写嘉陵江，嘉陵江作为他故乡、
母亲河的这种感情是很丰富的。”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实习生 张槿熙

《摔跤吧！爸爸》高口碑遭遇低排片

幕
后

本周日母亲节 买点虫草燕窝孝敬长辈
藏区新鲜虫草低至28元/根，优质燕窝低至18元/克，拨打86626666报名预约母亲节好礼

买够网生活馆
虫草燕窝特卖会
时间：2017年5月5日（上周五）~
14日（本周日）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花牌坊街
185号（省档案馆隔壁），可以乘
坐4、7、37、62、340路公交车抵
达附近。自驾前往，有停车场。
咨询热线：028-86626666

新鲜虫草特卖价

规格 特卖价
0.3克/根 28元/根
0.5克/根 38元/根
0.7克/根 58元/根
1克/根 98元/根

干虫草特卖价

规格 特卖价
2500头/500克 198元/克
2000头/500克 248元/克
1500头/500克 298元/克
1000头/500克 368元/克
另：每天限量1公斤超低价虫
草，98元/克，先到先得。

燕窝特卖价

三角燕 18元/克
官燕 28元/克 广告

每一根都湿润饱满，每一根
都颜色鲜活，每一根都营养丰富
……上周五，成都商报买够网推
出的藏区新鲜虫草特卖会在花
牌坊街185号买够网生活馆热闹
开幕。期待已久的市民朋友一大
早就赶来选购，连续几天现场销
售都很火爆。

“本周日是母亲节，许多朋友
都想给家人、长辈买点天然的传统
滋补品，既能养生，而且还实惠讨
喜。”买够网生活馆店长高伟介绍，
除了特卖价低至28元/根的藏区新
鲜虫草，特卖价低至98元/克的那
曲干虫草，供货商还增加了产自马
来西亚的优质燕窝，其中，三角燕
特卖价18元/克，官燕28元/克，无
论是买来自己吃还是送人，那都是
相当实惠的。本周，买够网虫草燕
窝特卖会继续举行，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直接到买够网生活馆选购。

《摔跤吧！爸爸》
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