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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汤唯与韩国导演金泰勇在父
母及家人见证下正式结为夫妇，中韩娱乐圈中明
星也都纷纷送上祝福，韩国人气男星郑雨盛更盛
赞金泰勇“非常具有人性魅力”，但坦言“并不认识
汤唯”，让人颇感意外。

据了解，由郑雨盛主演的犯罪动作电影《绝密
跟踪》将于9月16日在内地公映，该片号称是“韩
国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犯罪动作电影”，囊括了第
22届韩国釜日电影奖最佳女主角奖、第34届韩
国电影青龙奖最佳女主角奖、第8届亚洲电影大
奖最佳剪辑奖、第50届韩国百想艺术大赏最佳女
配角等多项大奖，并入选了“韩国十大电影”。“影
帝”郑雨盛饰演的“詹姆斯”，也是其从影20年来
首次颠覆形象出演反派角色，他在片中与另一位
青龙影帝薛景求展开了一段生死较量。

据悉，韩国人气男星郑雨盛曾主演过《我脑海
中的橡皮擦》、《雏菊》、《剑雨》、《神之一手》等片，
有“韩国美男子”之称。 （欣欣）

《绝密跟踪》9月公映

本报讯 由张一白监制、邹佡执导，谢霆
锋、高圆圆主演的燃情大片《一生一世》将于9
月 5日全国公映。8月 25日，片方发布了燃情
版预告和唯美激情戏剧照，谢霆锋和高圆圆亲
密细节得以曝光。

影片中，谢霆锋和高圆圆两人真挚地演绎了
一段大时代下普通人的爱情史诗，此次与燃情版
预告片一起曝光的唯美亲密照中，谢霆锋和高圆
圆饰演的安然和赵永远情到深处，两人保持情侣
间最具信任感的拥抱方式，令人感觉到空气中弥
漫着一股唯美而又浪漫的性感气息。这组图片在
一如既往的传递出两人甜蜜爱情的基础上，又配
合预告片中揭秘的深情接吻和浓情拥抱等爱情细
节，凸显出谢霆锋和高圆圆热恋升级，相互间不仅
心意相通且信任感倍增，将电影中浪漫的燃情部
分最完美地体现了出来。 （欣欣）

《一生一世》曝剧情

本报讯 8月25日，英国著名
电影导演、曾因执导《甘地传》而获奥
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两项大奖
的理查德·阿滕伯勒在当地去世，享
年90岁。他逝世的时间，距他8月
29日的91岁生日，只有数天之隔。

阿滕伯勒之子向BBC透露，
理查德·阿滕伯勒是当天中午去世
的。在此之前，他已在家里休养了
数年。6年前，他经历了一次高空
坠落，此后就一直饱受病痛折磨。

理查德·阿滕伯勒1923年生
于英格兰剑桥，父亲是大学教授。
12岁开始登台表演，于1941年获
奖学金进皇家戏剧学院，翌年进电
影圈，1943年应召入伍，在空军电
影组服役，拍了不少纪录片。
1958年与演员兼导演布里安福比
斯合组独立制片公司，1960年，他
们制片的第一部影片《静默的愤
怒》上映。1965年在《雨天祭神》中
担任男主角，获英国影艺学院最佳
男主角奖及皇家影艺学院奖，并被
封为爵士。随后对幕后工作产生
浓厚兴趣，1968年拍摄了个人执导
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多可爱的战
争》并一鸣惊人。1972年拍摄丘吉
尔传记片《丘吉尔的青年时代》，获
评论界赞美。随后被好莱坞看中，
邀其到美国拍摄了巨星云集的《遥
远的桥》、《傀儡杀手》等片。

1978年，阿滕伯勒应印度电影
大师萨特·雷伊之邀，参加印度片《弈
棋者》演出，并在印度萌生了拍摄《甘
地传》的念头。于是，经过数年准备
和拍摄，长达188分钟的长篇巨制
《甘地传》于 1982 年上映，并在
1983年的奥斯卡奖上收获最佳影
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原
创剧本、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
最佳服装设计和最佳电影剪辑8项
大奖，是那一届奥斯卡的最大赢家。

1990年代，阿滕伯勒拍摄了
《卓别林》、《影子大地》、《爱情与
战争》等片，特别是《卓别林》主演
小罗伯特·唐尼，此后渐渐成为大
明星。2007年，他执导了二战题
材影片《物归原主》，成为其最后
一部电影。 （钟新）

《甘地传》导演
阿滕伯勒去世
曾凭此片获8项奥斯卡大奖

据新华社洛杉矶电 第62届黄金时段艾美
奖颁奖典礼将于当地时间8月25日在洛杉矶市
中心的诺基亚中心举办。这是近40年来，该奖的
颁奖典礼首次在周一傍晚举办。按照洛杉矶市区
和周边道路从下午三点左右就开始堵车的交通状
况，预计出席典礼的嘉宾们将被迫参演一出“当黄
金时段艾美奖遭遇交通晚高峰”的好戏。

负责转播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之所以决定把
颁奖典礼从周日改在周一举行，意在不影响周日
的全美橄榄球赛的收视率，尽管该赛事还处于季
前赛阶段。“周日橄榄球”一直是收视率最高的节
目，去年平均吸引2170万名电视观众，所以就连
电视界的最高奖也不得不让路。

因《广告狂人》而获提名的48岁剧作家和制片
人汤姆·斯马茨准备骑自行车15英里（约24公里）
从家到典礼现场。尽管大约要骑一个半小时，但是
他认为“这和开车的时间差不多”，他将成为历史上
首位骑自行车抵达红毯的被提名人。

上一次艾美奖颁奖典礼在周一举行已经是
1976年的事。此后，同奥斯卡奖、格莱美奖、金球
奖等其他好莱坞重要奖项一样，艾美奖的颁奖典
礼都是在周日晚间举行，既能够利用周日的高收
视率，又有效避开了工作日的交通晚高峰。

艾美奖今在美国颁奖

新华社合肥8月25日电（记者杨
玉华）未经版权所有人授权，侵犯2万余
部影视作品著作权，并从中疯狂获利。
近日，合肥市公安局破获一起特大侵犯
著作权案，关闭涉嫌侵权电影网站3个，
查获涉及侵权影视作品2万余部。据了
解，这是国家开展联合打击网络侵权盗
版专项行动以来，安徽省破获的首例网
络侵犯影视作品著作权案。

案发：美国电影协会举报
合肥警方介绍，今年初，美国电影

协会及旗下的派拉蒙、福克斯、时代华
纳等成员公司向我国国家版权局举报，
在一个名为“161电影网（www.dy161.
com）”的网站上发现了大量未经其协会

及成员公司授权的影视作品，随后国家
版权局将其列为2014年重点督办的网
络侵权盗版典型案件之一，并将该案经
由合肥市版权局移送至合肥市公安局
立案侦查。

调查：经营者手握三网站
接到案件线索后，合肥警方经过综

合分析，锁定了该网站的服务器位于江
苏省镇江市。在侦查过程中，民警还发
现该网站的经营者同时拥有263电影网
（www.dy263.com）、放 映 电 影 网
（www.f1dy.com）两个侵权视频网站。

“三个涉案网站上的内容几乎完全
相同，涉及的视频种类也很多，既有综
艺节目，也包括影视作品，而且几乎所

有侵权影视作品全都是高清版本。”合
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刘
晓磊告诉记者。

由于涉嫌侵权视频文件累计达上
万部，每一部电影都要认真核对是否存
在侵权行为。经过办案人员历时三个
多月的艰苦工作发现，万部视频文件中
未经美国电影协会及成员公司授权的
侵权影视作品就达近千部之多。

经侦查，警方掌握了大量的证据及
嫌疑人的真实身份。2014年5月，民警
将正在制作并上传侵权电影的犯罪嫌
疑人陈某（男，30岁，宣城人）在其家中
抓获，当场查获大量盗版光盘、作案用
的电脑两台，并同步在江苏省镇江市查
扣作案用服务器一台。

牟利：不到两年获利百万
经查，“80后”的陈某大学学的是计

算机信息技术专业，生活中也是一个不
折不扣的“技术控”，对各种互联网技术
知识如数家珍。2012年底，在与网友交
流中，陈某萌发了做视频网站赚钱的念
头。随即，他利用掌握的技术，先后注
册了上述三个域名，并联系江苏某科技
公司租用其服务器，架设网站，并将其
命名为161电影网、263电影网、放映电
影网。随后，陈某通过自动采集程序、
从国外网站下载、与网友交流和购买盗
版光碟等渠道，未经任何相关权利人授
权，将侵权电影拷贝进其注册的各种网
盘内，并将网盘的链接发布在三个网站

上供网友下载，或是通过快播在线点播
技术嵌入到网页上供网友免费点播观
看。渐渐地，三个侵权视频网站都有了
一定的人气，其中部分侵权作品的网络
点击量甚至高达万次，网站也随之摇身
变为陈某的“吸金利器”。

据陈某供述，盗版网站建立和运营
并不复杂，建站操作指引中有模板，一
个盗版网站的雏形很快就能搭建好。
而租用服务器，每月的费用也不会超过
500元。从2012年底创建网站至今，他
已经赚取了近百万元的违法收入，陈某
还用这些违法所得添置了私家车及房
产，让不知情的亲友引以为豪。目前，
嫌疑人陈某已被批准逮捕，案件仍在进
一步侦查之中。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记者白
瀛）出品人马珂24日在京宣布，姜文
执导的新片《一步之遥》去年底本就已
关机，但姜文执着要等待“草原最美夕
阳”，不久前在内蒙古补拍部分戏份后
终于正式封镜，但由此也错过了多个
电影节。

马珂说，《一步之遥》棚内部分去年
底就已拍完；影片虽然讲述上海故事，
但外景地却从南至北跨度很大，剧组不
得不分多次等待当地最美季节拍摄。

“片中，秋高气爽时节的福建土楼、
梅雨季节烟雨朦胧的乌镇以及盛夏绿
草如茵的内蒙古草原，将映衬摩登时尚
的上海，共同呈现一个奇幻的北洋中
国。”他说。

马珂说，由于《一步之遥》去年9月
才开机，刚好错过内蒙古草原一年中

最美的盛夏季节，对电影品质要求苛
刻的姜文宁愿等上一年，也不愿将就
或另择他处。

他说，这次补拍时，姜文在草原顶
坡搭建了欧式风格红色风车，每天只有
傍晚短暂一小时的夕阳最美，所以10
天其实只拍了2场戏。

马珂说，为了拍到最美草原夕阳，
姜文不得不爽约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去年他担任该电影节评委期间，组
委会曾约定他今年带新片重返水城；而
多伦多电影节也屡次邀请影片做全球
首映，但因延长了制作时间，只得退出。

据介绍，电影《一步之遥》讲述发生
在北洋政府时期一群冒险家在上海跌
宕起伏的传奇人生，由姜文、葛优、周
韵、舒淇、文章、王志文等主演，将于12
月18日起在全国上映。

刚在内蒙古补拍完最美草原外景

姜文新片《一步之遥》封镜

新华社洛杉矶8月24日电（记者
黄超）连续两周位居北美票房榜亚军的
迪士尼超级英雄大片《银河护卫队》本
周上演精彩回马枪，以1760万美元的
收入重返榜首，并登上今夏北美票房冠
军宝座。

本周票房大战因为缺少重量级大
片登场而显得平淡许多，在连续两周被
《忍者神龟》压制之后，《银河护卫队》本
周上演逆袭好戏，继8月1日上映首周
就以9400万美元称雄北美票房榜之
后，重登票房冠军宝座。本片总票房已
逾2.5亿美元，成为今夏冠军，仅次于
《美国队长2》和《乐高大电影》而排名年
度第三，不出意外的话，下周有望折桂
本年度冠军。

派拉蒙出品的《忍者神龟》表现仍然
不俗，仅以微弱劣势败北，本周位居第二，
票房收入1680万美元。上映17天的《忍

者神龟》迄今总票房超过1.45亿美元。由
于下周有劳工节假日护驾，《忍者神龟》有
望轻松突破1.5亿美元票房大关。

华纳新片《如果我留下》以1640万
美元的收入排名票房榜第三。这部低
成本影片由17岁的好莱坞新星科洛·
莫瑞兹主演，开画成绩超过预期。本片
观众77％为女性，首日观影者打分A。

《警察游戏》以1100万美元的收入
排名票房榜第四，索尼发行的《决胜巅
峰》以910万美元的收入排名第五。

本周有几部影片表现惨淡。老牌
动作明星西尔维斯特·史泰龙等人主演
的《敢死队3》在首周表现令人失望之
后，第二周仅以660万美元的成绩排名
票房榜第七，北美市场赔本似已成定
局。《罪恶之城2》的开画收入只有650
万美元，排名本周第八，成绩远逊于
2005年上映的上一集影片。

《银河护卫队》回归北美票房榜首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卫小
林）由邓超、刘亦菲领衔主演的“四大名捕”
系列电影第3部《四大名捕大结局》（简称

《四大名捕3》）目前正在影院热映，该片从
8月22日开始上映后，上周末三天的全国
票房已经累计超过了1亿元，这是记者今
天从片方光线影业海口站获悉的。

据介绍，海口各大影院也是8月
22日开始上映《四大名捕3》的，但放映
最早的影院，也有21日午夜开设点映
场的，比如海口中影南国影城，就在21
日晚间的11时40分放映了该片点映
场。光线影业海口站负责人说，他们今
天得到的统计数据是，《四大名捕3》上
周末三天的票房都排在了全国所有上
映影片之首，22日全国票房是3180万

元（含首映场166万元），23日是3520
万元，24日是3320万元，因此全国累
计票房已经冲破了1亿元。

记者了解到，由于《四大名捕3》被
拍成了3D版本，因此在没有更加强劲
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它的票房势头一
直比较强势，“本周前四天再进账1亿
元应该问题不大，”该负责人说，“但这
周五上映的好莱坞新片《猩球崛起：黎
明之战》极可能把我们影片的票房势头
遏制下去，而下周一又有好莱坞新片
《敢死队3》上映，因此《四大名捕3》的
票房前景面临极大冲击，但整体票房冲
破2亿元毫无问题，而且，‘大结局’成
为整个系列电影中票房最高的一部，也
应该没什么悬念。”

《四大名捕3》三天票房破亿

新华社萨拉热窝8月24日电（记者韩建军）
第20届萨拉热窝电影节23日落下帷幕，土耳其
影片《我母亲的歌》赢得萨拉热窝电影节最高奖
——“萨拉热窝之心”最佳影片奖。

影片讲述了一名土耳其教师陪伴年迈的母亲
在伊斯坦布尔生活的经历。随着城市高速发展，
他们被迫迁移至远郊区。由于母亲日益思念故乡
的村庄，这名教师陪着母亲在城市内四处寻觅。
这部电影除赢得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男主演杜曼
也获得最佳男主角奖。

法国和格鲁吉亚合拍影片《新娘》赢得评委会
特别奖，女主演玛丽凭借在影片中的优异表现获
得最佳女主角奖。另外，克罗地亚的两部影片获
得最佳短片和最佳纪录片奖。

本届电影节15日开幕，期间来自60个国家
和地区的大约250部电影与观众见面，创下电影
节成立以来放映影片数之最。电影节期间，中国
影片《白日焰火》露天公映，这是萨拉热窝电影节
首次给予中国影片这一高规格礼遇。

萨拉热窝电影节1995年成立，已成为东南欧
最知名的电影盛事，并跻身欧洲10大电影节。

萨拉热窝电影节闭幕
土耳其影片《我母亲的歌》获大奖

美国电影协会及派拉蒙、福克斯等公司向我国家版权局举报

安徽一小伙盗版影片超万部被抓

据新华社天津8月25日电（记者周润健）由
天津大剧院主办的首届天津国际歌剧舞剧节将于
9月3日开幕，波兰波罗的海歌剧院的现代歌剧
《居里夫人》将作为揭幕大戏上演。

据了解，在为期4个月的时间中，由中外一流
艺术团体、著名艺术家打造的19台共47场歌剧、
舞剧等演出将陆续上演。

俄罗斯三大剧院之一的莫斯科国立斯坦尼斯
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将带来
由俄罗斯音乐巨匠普罗科菲耶夫根据托尔斯泰同
名作品创作的歌剧《战争与和平》。该剧系首次在
中国演出，共二幕13场，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是
俄罗斯歌剧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剧目之一。

有“芭蕾航母”之称的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芭
蕾舞团代表着世界芭蕾的最高水准，该团将携从
未在中国上演过的芭蕾舞剧《神驼马》等参加。

天津国际歌剧舞剧节
9月3日开幕

阿滕伯勒手捧奥斯卡奖杯

理查德·阿滕伯勒

《一步之遥》剧组在内蒙古草原上拍摄的追车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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