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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杨树鹏执
导的热血新作 #匹夫$ 将于!月"!日公
映%该片由黄晓明&张译&张歆艺等主
演%片中由黄晓明带领的'匹夫帮(个个
土里爬&血里滚%硬朗的风格在内地极
为少见) 黄晓明在拍摄该片时%沙埋土
掩%烈日秋霜%当真是吃尽了苦头) 日
前%黄晓明接受采访时称为*匹夫$所做
的一切都值得%因为+这样硬汉的电影%

不是任何时候都能碰上的% 既然碰上
了%那就一定要抓住机会,硬-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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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青盲$ 的编剧张海帆在
微博上发炮.+"&$&年'月%我原创了
*谍海双生/ 的剧本大纲%"万多字0

今日看到*密使$这部电视剧%除了
把时间地点几个人名改变了% 双胞
胎中死了一个以外%故事主架构&故
事节奏 & 主要情节发展和核心创意
几乎一样0 请问电视剧*密使$主创
们%这是怎么回事1 (随后%张海帆再
发微博%+*谍海双生$的双线被改成
了单线 %把反一号改成女的%戏剧巧
合 &故事转接点都一模一样%有意思
吗1 (

该微博一经发布% 就引起了网
友的强烈关注% 有网友说这是他在
维权%也有人怀疑此举有炒作之嫌 %

更有网友称张海帆的*青盲$都涉嫌
抄袭美剧 *越狱$%+你还有脸说别
人() 该事件也引起了其他作家&编
剧的关注% 作家暗香说.+这事件太
恐怖了%以后还敢单独交大纲吗1 (

对此% 于震的经纪人张娴在微
博上称%"&$&年'月%*青盲$ 的剧本

早就出来了%"&$&年(月已经看到剧
本并且签约%而且听说编剧早在之前
就已出过书% 建议张海帆先调查一
下)但是张海帆称调查的结果却是书
在"&$&年$&月才出版) "'日%张海帆
在接受采访时称% 这就是一笔糊涂
账%怎么算都算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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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今年热播的谍战剧%

几乎每部戏都被扣上过抄袭的 +帽
子() 柳云龙主演的*传奇之王$让观
众觉得整个故事脉络和世界名著 *基
督山伯爵$非常相似%而柳云龙在回应
时称%*传奇之王$ 并不是抄袭而是借
鉴) 张嘉译的*悬崖$被爆抄袭经典谍
战剧*潜伏$的+假夫妻(模式%*悬崖$

编剧全勇先称+假夫妻(其实很早以前
就是谍战剧的模式%如果论开山鼻祖%

那也是*永不消逝的电波$%所以如果
说*悬崖$抄袭*潜伏$的+假夫妻(模
式%那*潜伏$不也抄袭了*永不消逝的
电波$1甚至张海帆的*青盲$也被扣上
了抄袭的+帽子()

对此%张海帆表示%一开始%自己

确实是看了*越狱$受到了启发%但
同时又觉得美剧里面越狱的手段太
小儿科了%就想自己设计一个环境%

而且越狱的手段除了参考真实史
料% 还从狱警那里接触到不少一手
的资料) 张海帆承认%现在确实有不
少谍战剧在抄袭% 而他就遇到过不
少这样的事情%+我们很多本子就放
在公司的一个公共平台上% 别人看
了可能就记住了) (

有网友总结出谍战剧的七大
俗.+特务多为美娇娘% 动作枪战齐
上场%故事单薄史料挡%假的妻子真
的郎%敌我之间恋爱忙%勾心斗角本
事强%对白肤浅旁白扛) (对此%张海
帆称现在确实无法避免%+现在大家
都在这么做了() 至于原因%张海帆
分析称% 首先是不少影视剧作家将
自己关在书斋里或漂浮在都市小圈
子中%把写作当成生活本身%于是也
就有了靠碟片& 报纸新闻及史料档
案推动剧本写作的秘诀) 作家金万
藏则称% 这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
不够造成的%+身为编剧与作者很无
奈%没有具体的法律来保护这些%盗
稿盗创意的太多了% 主要还是没人

管()

在日渐激烈的竞争之下%差异化
成了谍战剧的共同追求) 在制片人
吴军看来%谍战剧是高智商的比拼%

玩的是+一招鲜(%从谍战剧的代表作
来看% 已经拍尽了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谍战剧需要进入更高的境界) 而
张海帆也强调%谍战剧最重要的是创
意%+正规的影视制作公司在创作一
个剧本的时候%首先会做充分的市场
资料收集%然后再做资料分析%最后
产生一个适合市场的创意%这才交给
编剧去补充桥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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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凡达$称
王之后与*钢铁侠"$&*史瑞克!$等超强大片亮相之前)

已在北美上映十日的*+巨制*诸神之战$成为春季档
票房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 本月*&日%该片将重磅来
袭椰城影院)

剧情简介.哈迪斯卷土重来%联合宙斯之子+战
神(阿瑞斯与宙斯的生父&泰坦之王克洛诺斯达成秘
密协议%谋划活捉宙斯) 珀尔修斯再次肩负拯救人类
与众神的使命%与+海神(波塞冬之子阿基纳&被贬人
间的+火神(赫淮斯托斯一同前往冥界解救宙斯)

+南国影探2快嘴影评(栏目将邀请影迷第一时间
免费抢看大片% 影迷朋友请于今日,-&&后拨打电话
..'"%'$*就有机会获得海口奥斯卡亚豪国际影城为
您提供的免费**+诸神之战"$观影机会%成为影评团
一员%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影评团观影后需写一篇
*&&字影评% 优秀影评将刊登在本报娱乐版 +南国影
探2快嘴影评(栏目中) 好片齐上阵%欢乐贺岁档%免费
看电影%尽在奥斯卡%奥斯卡亚豪国际影城携 +南国影
探2快嘴影评(栏目欢迎您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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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2温斯莱特% 她不是所谓的第一眼
美女%但这位电影女主角当年在电影*泰坦
尼克号$中%凭其独特的风情征服了全球观
众%还曾被美国*人物$杂志评为全球最漂亮
的(&位人物之一) 然而%转眼$(年过去了%",

日以一身黑裙出场的她%尽管依旧是红毯最
大最热的明星%但仍韶华半逝%赘肉和脂肪
滋生%眼角的鱼尾纹更是挡也挡不住%很难
让人联想起十多年前的那位女神) 作为一个
已有两个孩子的*%岁母亲% 过去的十几年
里% 凯特的体重忽上忽下% 她自己也坦承.

+我最美丽的时期过了% 臀部& 腿部长满脂
肪(%被问及当年+为什么能和莱昂纳多能成
为那么著名的银幕情侣1 (凯特也颇为忧伤
地回答.+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太美太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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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史诗般的巨片*泰坦尼克号$载
着年轻英俊& 充满朝气的莱昂纳多徐徐驶
来) 一头金发和清秀的脸型%使莱昂纳多旋风
般地席卷全球% 成为全世界影迷心中的偶像%

而生活中%他风流爱玩的性格也成为演艺圈当
之无愧的花花公子)虽然莱昂纳多昨日因为有
其它片约在身无法前来现场%不过这位曾经的
帅哥如今早已步入中年%还是满脸胡渣肚腩外
露的+灰太狼()难怪莱昂纳多也表示.+看到当
年的自己%我也被自己的帅气吓到) (此外%当
年这部电影的二号男演员比利赞等也都出现
在首映现场%但曾经的帅哥靓妹%就像多年后
的同学会一般% 不是你老了就是我变形了%让
人不免感叹岁月的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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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版*泰坦尼克号$在伦敦进行了首
映%这部由"+转换为*+的影片耗资巨大%用时
近.&个月) 据现场观众介绍%影片开场时海底
寻宝的桥段确实让人为之一振%真实的海底世
界和泰坦尼克的遗骸出现在面前%犹如身临其
境%但是毕竟这是一部以故事而非场面见长的
片子% 所以大多数时间中%*+效果并不那么明
显) 除了人物&场景更为突出和清晰之外%感受
不到强烈的*+冲击)即便这样%有网友表示%从
个人情怀%对记忆的梳理和对青春期的怀旧角
度来讲%这部片子还是值得在$(年后%进入电
影院去观看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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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梦飞起来0你愿意吗1 (这是浙江卫视
今年主推的大型公益娱乐节目 *中国梦
想秀$第三季的宣传口号) 从*月份以来%

该节目在全国众多城市掀起了两轮覆盖
广泛的大型梦想招募活动% 成功吸引了
千万观众和寻梦者关注&参与) 本周末%

梦想秀节目组还将在北京&成都&长沙&

济南&杭州&上海&重庆&深圳&合肥九大城
市展开第三轮大型招募活动% 有望掀起
新一轮的晒梦想热潮% 海南地区独家合
作媒体本报梦想征集热线..'$&'."继续
开启) 据悉% 第三季梦想秀将以更大投
入&更优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更大规
模的圆梦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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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三月三节庆活动过程中%

还举办了海峡两岸华语电影高峰论坛
暨十大华语电影颁奖仪式%邀请了数十
位两岸三地的高端电影专家和学者%以
及电影表演艺术家陶玉玲& 祝希娟&岳
红&朱琳等作为嘉宾)

颁奖晚会结束后%琼中县委&县政
府还特地安排这些电影人在琼中采风)

当年曾经在*红色娘子军$饰演吴琼花
一角的祝希娟女士%深受广大观众的喜
爱) 此次来到琼中%祝希娟很想去看看
自己当年拍戏的地方%于是她和电影人
一起又到了琼中县营根镇%遗憾的是随
着时代的发展%时光的流逝%她没能找
到当年电影中那棵+著名(的大榕树)她
回忆着说.+记忆中当年的小河还在%但
那棵大榕树在哪儿呢10(虽然说这是个
遗憾%但也留下了个悬念)

祝希娟老师告诉记者% 她对海南一
直都有着特殊的感情%希望再来琼中%并
且希望再来的时候能找到当年拍戏时的
那棵大榕树%去看看它&摸摸它0 同时她
还期望海南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希望琼
中的发展% 在保持当地原生态纯朴民风
的同时经济也能有新的突破和超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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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近日%我省军旅作家梅国云
与兰州军区作家杨文森共同创作的长篇
小说*国防线$由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

*国防线$ 叙述的是某部官兵在保
护国防光缆中引发的关于国防安全的
重大思考)*国防线$是一部揭示部队建
设问题的+问题小说(%是一部走在刀锋
上的军旅小说% 但作者成熟的政治素
养&对部队的深厚情感恰到好处地把握
住了一个度的问题)该小说必将对于唤
醒全民的国防意识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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