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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华谊兄弟影业将在京发布
公司的"$&'"年新片计划书#$ 冯小刚
今年究竟拍什么电影! 这份计划书会
揭晓答案$ 早在%非$&热映期间!关于
冯小刚新片的传闻就不断$去年"$月!

华谊总裁王中磊透露! 冯小刚将拍摄
史诗电影%重庆大轰炸&'而今年"月!

王中磊又透露! 冯小刚将拍摄一部以
(朝鲜战争#为题材的影片$近期!有人
在微博上爆料称华谊的另一位总裁王
中军表示冯小刚新片的故事将围绕著
名的)上甘岭战役*展开!看来冯小刚
的新片十之八九是部战争片了+ 加上
张艺谋一早就开拍的 %金陵十三钗&!

四大导演已经有两位选择了口味很重
的战争题材$

陈凯歌和姜文的新作虽然连备选
方案都还没有公布过! 但今年肯定要
开拍新片$ 两人也均表示手头有不少

本子!尚未决定先拍哪个$

早在 %赵氏孤儿& 巡回宣传的时
候!陈凯歌曾多次表示!连续拍了两部
年代戏,,,%梅兰芳&和%赵氏孤儿&!

新片想拍一部现代戏! 不排除拍一部
喜剧$不过!对于严肃了多年的凯爷来
说!喜剧算是一个奇兵!但并不是一个
轻松的选择$

而 %让子弹飞& 票房一飞飞过了(

亿! 已经是中国电影票房的新标杆!尤
为难得的是口碑也出奇的好!资金顿时
如同铁屑一样向姜文这块磁铁涌来$虽
然姜文在宣传时说要拍 %让子弹飞&的
续集!简称%飞%&!因为%非$&让冯小刚
给拍了$ 但据了解!姜文手头有好几个
选择!既有原创的!也有翻拍的!选择余
地很大$ 但是如何能超越%让子弹飞&的
成功!如何不大起大落!剑走偏锋的姜
文不知道又会使出什么怪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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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岁片%全城热恋&在去年春
节票房轻松收)*+亿人民币!$$日!

华谊兄弟宣布该片续集 %全球热
恋&的拍摄也在香港启动$据悉!该
片由刘若英-桂纶镁-,-./012123主
演!她们将扮演徐帆的4个女儿!男
主角则是郭富城- 陈奕迅和井柏
然+ 另据了解! 截至56''年5月55

日!今年国内要启动7部号称(二#

的电影! 其他还包括.%窃听风云
5&-%狄仁杰5&-%画皮5&-%东成西
就56''&-%风声5&等!而丁晟导演
的电影 %硬汉5& 已于去年拍摄完

成!计划+月在全国上映$

毫无疑问!国产电影也越来越
爱玩"续集*了$ 去年就有8部国产
续集电影公映$而来自英国卡斯商
学院的一份报告显示.从投资回报
上看!投资拍续集比另起炉灶制作
新影片更加安全$ 对制片方来说!

不仅能在作品未出炉之时就借助
原创的影响力先行"造势*!节约大
量营销-宣传成本!还在商业上为
资金回笼增加了保险系数$而就起
步阶段的中国电影来说!续集电影
如果能成功打造品牌效应也是一

种商业进步!至少!现在的制片公
司比过去更加注重电影的长线发
展$不过!国产剧虽流行玩续集!但
不是部部都好看$单就去年国产电
影质量来说!续集频密引发原创能
力退化也是不争的事实$ 比如%叶
问5&!观众心里都有数!甄子丹不
过是换了个地方- 换了个对手!而
电影让你大快人心的卖点依旧是
"痛打老外*$ %唐伯虎点秋香5&则
除了新鲜面孔!看不到还有什么新
意!远不及十几年前周星驰的%唐
伯虎点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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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5&=&& 幸福来敲门
99:;<8 )7=%& 海峡往事
北京卫视 )7=+5 你是我兄弟
东方卫视 )7=%5 延安爱情
辽宁卫视 )7=%> 锄奸
江苏卫视 '7=46 中国远征军
湖南卫视 55=66 回家的诱惑
安徽卫视 '7=4' 夏家三千金
广东卫视 56=6> 爱情公寓!

山东卫视 '7=4> 锄奸
深圳卫视 '7=46 你是我兄弟
云南卫视 '7=4> 中国远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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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卫视的热播剧%宫&终于完美
大结局!不少观众已经期待%宫&的复播
和续集了$ 据悉!%宫&近期将在各大地
面频道复播!卫视也会进行第二轮上星
的复播!而关于续集!编剧于正则称开
机时间还未确定!剧本也正在创作中$

湖南卫视最后选择了与?;?版本
相同的大团圆结局!编剧于正表示这正
是自己所期望的!"如果不是这个结局!

续集就没法写了$ *而关于众人关心的
%宫5&的剧情!于正称会着重于晴川和
八阿哥所遭遇的婚姻问题$不过关于续
集的开拍时间!于正称还遥遥无期!"今
年会把电影版的%宫&拍出来!还会拍一
部古装剧%王的女人&!所以续集的拍摄
可能要推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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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两年! 林心如工作室与北京
贺盈时代合作的古装大戏%倾世皇妃&

日前正式在横店开机!据了解!该剧制
作费是古装剧的高价'>6万一集!其中
一向投资谨慎的高希希这次也投资千
万$ 据悉!高导还与林心如分享当制片
的经验$ 而首当制片人!林心如将大半
年时间都奉献给%倾世皇妃&!近日更
是累到眼角膜发炎!"男一号* 霍建华
则拍打戏时不慎被武行伤到嘴角!双
双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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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电影版%奋斗&最近惹上)麻烦*!前
奥运冠军田亮向剧组发出律师函!要告
%奋斗&无故终止合约且拒绝支付酬金$

据悉!剧组近日确实接到一封来自
昔日奥运冠军,,,田亮的律师函!他在
律师函中称.电影出品方无故终止了和
田亮签订的聘用合约!且始终拒绝委托
人参演并支付酬金$ 若不妥善解决双
方的问题!则会将%奋斗&电影的出品方
告上法院$ 记者向%奋斗&出品方咨询
了有关情况$ 出品方之一的景天文化
有关负责人表示.)我们曾在口头上和
田亮的经纪人沟通过终止聘用的事情!

关于如何善后的事宜我们也完全可以
坐下来好好谈!并不是像律师函中所说
的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擅自终止了合
约$ *至截稿时间!剧组方面已经回复
了田亮的律师函$ 在%奋斗&即将上映
之际!希望双方妥协处理此事!不要酿
出对薄公堂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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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张庭-明道-李小璐-何晟铭主
演的%美人天下&即将播出!有意思的
是! 该剧编剧-制片人正是 %宫& 的
编剧于正$ 据于正透露! %美人天
下& 投资近亿! )在内容上面! 会
比任何一部宫廷戏都更加丰满和精
彩$* 此外! 该剧还招来郑国霖- 张
晨光- 何赛飞- 杨幂- 洪欣- 周牧
茵- 熊乃瑾- 佟丽娅等近46张明星
脸加盟! 看上去十分的养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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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还珠&不仅将原来的三部整

合! 琼瑶在博客中透露大改剧情!只
是保留原版的部分精华!新故事多达
(6@!剧中新人物也不断出现!还多
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组合! 五阿
哥-福尔康-班杰明和福尔泰被称为
)四大护卫*!而)四大才子*分别是瞿
澳辉-张倬闻-辛新和陈木易$网友表
示!这部剧和老版最大的不同不是剧
情的改编! 而是剧中全是俊男靓女!

完全从言情剧变为偶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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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桐华经典清穿小说%步步惊
心& 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汇集了吴奇
隆-郑嘉颖-刘诗诗-穆婷婷等众多明

星!而该剧原著网络小说被誉为最完
美清宫穿越小说$ 值得一提的是!由
于率先播出的%宫&结构和剧情雷同
%步步惊心&! 两方还展开版权大战!

而前者的火爆多有后者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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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聚谢霆锋-蔡卓妍等当红偶像
派明星的%剑侠情缘&根据著名网游
改编$据了解!电视剧分两大部分.古
装戏和时装戏$时装戏基本和游戏没
有太大的关联!古装戏大致占到全剧
的5A%$ 剧情讲述$B%B年一群网络高
手凭借传感仓!自由穿梭于未来与唐
朝!并展开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正义之

战$ 此外!剧中会用电脑特技模仿游
戏中的技能效果等处理打斗场景!角
色服装道具的选取也会尽可能多的
模仿了游戏中的风格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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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薛凯琪-李宗翰-陈怡蓉-凌潇
肃-罗家英等主演!电影%画皮&原班
主创倾情打造的魔幻情爱电视剧%画
皮&也备受关注$电影%画皮&中王生-

佩蓉-小唯之间的情感纠葛一度成为
观众热议的话题$ 导演陈嘉上表示!

电视剧将在满足观众对于三人情感
真相好奇的同时!更加侧重讲述主人
公之间的前世纠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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