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 4 月 23 日讯 （记者卫
小林 ）王宝强再也不是《天下无贼》
里的“傻根”了，更不是《人再囧途之
泰囧》里的“傻样”了，从小就有功夫
梦的他，这回主演了他梦寐以求的第
一部功夫片《冰封：重生之门》。 海口
影迷更是有幸， 将于 4 月 24 日晚提
前欣赏到本定于 25 日上映的这部影
片，这是记者今天从海口中视国际影
城获悉的。

据介绍，《冰封：重生之门》由甄

子丹领衔主演，王宝强、黄圣依、任达
华等主演，既有 2D 版本，也有 3D 版
本。 在片中，王宝强显露了自己的武功
根底， 与甄子丹一起饰演冷血的锦衣
卫杀手。 但是， 王宝强这次不但不
“傻” 还很坏———首次演了一个坏人
角色，与甄子丹进行了一番双雄对决。

记者了解到， 与普通功夫片从头
到尾都是功夫或格斗等动作不同，《冰
封：重生之门》加入了许多新鲜元素，
比如古装动作、功夫打斗、超级跑酷、

冷热兵器格斗等元素， 都在电影里
进行了展现， 目的是给观众打造一
种新颖的动作类型电影的感受。

据悉，该片故事围绕 4 位名字分
别叫“鹰”、“虎”、“獒”、“龙”的明
朝锦衣卫展开，4 位兄弟在被冰封
400 年后重生，而且降生于现代的国
际化大都市香港，但他们仍为争夺能
让他们重返明朝的时空金球而大打
出手，彼此厮杀拼搏，友情也经受
了重重考验。

功夫明星
《冰封：重生之门》今晚点映

王宝强变身

《火山对对碰》定档5月
本报讯 由

法国喜剧男星丹
尼·伯恩领衔主
演的爆笑公路喜
剧片《火山对对
碰》定档 5 月 9
日全国院线公
映。 北京国际电
影节举办期间，
该片举行了两次
特别放映， 记者
和影迷看后纷纷
给予好评。

据了解， 该片讲述了两位主人公阿兰和小丽
在离异近 20 年后因一场不得不参加的婚礼而再
度走到一起，20 年前没有解决的问题， 又逼着两
人重新面对。 这对极品冤家仿佛并没有和时间一
起成长，依然我行我素，想出了各种正常人无法理
解的方式来打击对方，在这场赶赴婚礼的旅途中，
也将笑声和感动带给了观众。

据介绍，丹尼·伯恩主演的《私奔 B 计划》在
中国上映过，并获得了 3000 多万元的票房，而丹
尼·伯恩还因打破法国喜剧大师路易·德·菲耐斯
主演的经典喜剧片《虎口脱险》的票房纪录，而被
影迷誉为第二个菲耐斯，足见其影响。 （欣欣）

本报讯 近日， 李连杰的壹基金在
网上遭到质疑。 4 月 22 日，微博实名认
证为 “中国知名的时政思想评论类网
站”———四月网发布微博， 质疑壹基金
在雅安地震中所获捐款去向。 对此，壹
基金秘书长杨鹏在微博中回复称，壹基
金的“支出”，指的是主要实际执行到位
的项目资金支出，“在设计方案、招标投
标完成前，不会拨付出学校建设资金。 ”

四月网在微博上写道：“我们的捐
款去哪了？截至 2014年 4月 20日 8点
02分，全国 219家基金会参与雅安地震
募捐，接收社会捐款 16.96 亿元，目前已
支出款物 6.45亿元， 占总收入的 38%。
壹基金一家独大收了近 4 个亿的捐款，
目前拨付 4千多万元，仅占 9%。 ”

23日凌晨，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在认证
微博上对该质疑发出回应，称壹基金的灾
后重建诸多项目正在进行中，项目正式落
实前不会拨付救助资金，回应全文如下：

壹基金 2013 年总支出 1.2758 亿
元，其中雅安紧急救援和过渡安置项目
支出 4532万元。 一些朋友来电，说希望
壹基金加快支出， 以免被批评。 非常感
谢朋友们的提醒，我们理解如下：

1、 壹基金项目多是壹基金与伙伴
社会组织、企业和志愿者们共同执行到
受灾户，很少只是简单向地方政府拨付
资金或移交救灾物资。 壹基金的 “支
出”， 指的是主要实际执行到位的项目
资金支出，不是仅指资金离开账户的拨
付或救灾物质的政府签收。 芦山地震救
灾以来到现在， 壹基金投入在救灾一线
的人力数量无疑是最多的（紧急救援阶
段投入 1000 多人， 过渡安置阶段 250
多人），伙伴和志愿者们都很辛苦，都是
希望减轻政府执行压力，自己直接执行
到位，不是简单把钱和物质给政府就算

执行完了。
2、灾后重建中占用资金最大的五所

学校重建项目，为保障高质量示范作用，
壹家人与设计师在设计方案上反复修
改，按计划要到 2014年 7月底学校才能
动工。在设计方案、招标投标完成前，不会
拨付出学校建设资金。 轻钢抗震农房建
设，按计划从小试（15 套）到中试（385
套）再到（600套）抗震示范社区建设的
规模推广。 走稳一步，再扩大一步。

3、按照项目实际进程需要，壹基金
计划 2014 年总支出预算 1.9486 亿元。
要负责任地花好这笔支出预算，需要我
们极度的耐心和用心。

4、壹基金理事会要求：壹基金灾后
建设，要把救灾和防灾统一起来，是救灾
项目，又是防灾示范项目，要融入最先进
技术，要对地震带上的学校、农房、社区
建设具有示范意义。 步步都是壹家人在
专业上的创新探索。

5、 我们能理解一些朋友希望壹基
金快花钱多花钱的心情，但灾后重建项
目，有一个自然时间跨度，吸取过去国内

一些因求快赶时间而导致救灾项目质量
出问题的教训， 我们认为对捐赠人最负
责的态度，是实实在在做项目，将救灾项
目做出品质，做出专业，做出价值，做出
示范意义。 灾后重建项目，专业质量第
一，社会价值第一，我们一定要看投入产

出效果，绝不在花钱速度上投机取巧。朋
友们耐心些，做了什么，做得怎么样，我
们看最终的结果。 未来 1 至 2 年，项目
水平上自见分晓。 人在做，天在看。 壹家
人高度用心的结果，不会让朋友们失望。
请朋友们给予大力支持。 （钟新）

李连杰用调侃语气回应：

“哥几个不够分啊”
本报讯 4 月 23 日，继壹基金秘书

长杨鹏微博回应撇清涉贪传闻后， 当天
下午 3时 43分，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也
在来往扎堆上连发两条“有声图片”，首
度对壹基金陷质疑事件作出回应。

李连杰称：“我没有财务章，没有签
字权，钱都在国家银行，怎么能转入自己
的账户呢，转出来还不被媒体发现，银行
也不知道，也没人追我，又不会被抓到监
狱里，谁来教教我？怎么做？ 我真是想不
通，这个事怎么做？ ”

李连杰越说越调侃，他说：“如果不是

我一个人贪污的，那就是深圳壹基金贪污
的啊，要是深圳壹基金贪污的，那就是说
壹基金的理事会成员们———马化腾、马
云、王石、冯仑、柳传志、牛根生、马蔚华等
十几个哥们一起贪污这三个亿，恐怕也不
够分啊！ 因为每个人的公司少说也都是几
十上百亿，多的都上千亿了，贪污这三亿，
那哥几个也分赃不均啊，根本不够分啊！”

李连杰最后更调侃地说：“媒体朋
友、微博、来往、微信的所有朋友，请你们
帮着想想办法，哥几个怎么分这点钱呢，
怎么分啊？ ” （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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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地震中所获捐款去向被质疑

壹基金:不会让朋友们失望
“岁月”号客轮沉没期间

金秀贤李敏镐
来华捞金挨批

本报讯 4 月 16 日，韩国海域发生“岁月”
号客轮沉没事故后，韩国陷入巨大悲痛中，每个韩
国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原定各公共活动被取消，娱
乐界也取消一切娱乐活动。然而韩星金秀贤、李敏
镐却置身事外到中国捞金，受到中韩舆论批评。

客轮沉没事件发生后，韩国演员宋承宪立即取
消了他即将上映影片《人间中毒》的宣传，并于 4
月 18日捐出 1亿韩元（约合 60 万元人民币）给海
难家属。韩国 3人男子组合 JYJ也通过官方网站表
达哀悼之情，C-JeS娱乐公司也表示旗下艺人暂停
所有活动，齐心为“岁月”号相关人士祈福。 韩国三
大电视台取消了上周六、 周日两天的综艺及戏剧节
目，《真是好时节》《天使之眼》 等电视剧全部暂停
播放，以纪录片及沉船事件新闻代替。

然而韩星在海外的事业并未受到影响， 包括
金秀贤、李敏镐、全智贤、朴海镇在内的多位明星
都在沉船事件后有不少海外活动。 其中，金秀贤、
李敏镐在北京车展的活动甚至引发国内粉丝和韩
国网友抗议，要求两人向民众认错。 （钟新）

马云、马蔚华、王石和李连杰(左起)在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成立仪式上

《冰封：重
生之门》 中的
王宝强

《火山对对碰》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