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视角

本报讯 记者就王全安因涉嫌
嫖娼被警方抓获一事采访了第三方
律师庞理鹏。庞理鹏律师表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六
十六条的规定，卖淫、嫖娼的，处10
日以上 15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
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而由于曾因黄海波嫖娼被收容
教育而饱受争议的《卖淫嫖娼人员收
容教育办法》尚未废止，因此，如王全
安被认定从事了嫖娼行为，公安机关
同样有可能会对其进行收容教育。

另外，庞理鹏律师还表示，从平
安北京微博发布的消息来看，王全
安曾于9月 9日同时与两名女子进

行卖淫嫖娼活动，而根据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
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一）》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组织、策
划、指挥三人以上进行淫乱活动或者
参加聚众淫乱活动三次以上的，应予
立案追诉。

因此，如果这一情况最终被查
实，则王全安还将可能涉嫌构成聚
众淫乱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三百零一条的规定，聚众进
行淫乱活动的，对首要分子或者多
次参加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引诱未成年人参加
聚众淫乱活动的，依照前款的规定
从重处罚。 （钟新）

王全安恐涉聚众淫乱罪
最高可获刑5年

律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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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晓青

前有黄海波嫖娼，后有柯震东、房
祖名吸毒，整个夏季愈演愈烈的明星
失格和触犯法条等系列事件仍在风口
浪尖，不料 15 日又传来柏林“金熊”得
主、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王全安嫖娼
被北京警方抓获的消息，再度激起舆
论热议。

俗话说，演艺界是一面“放大镜”。
舞台上、镜头前，你塑造的艺术形象可
以是健康向上，你可以是弘扬正能量、
保护文化传统的先锋，只要聚光灯一
打、开场铃一响，你就是全心全意为观

众服务。你生产的文化艺术作品，可以
把真善美放大、再放大。王全安凭借

《图雅的婚事》捧回柏林“金熊”也是这
样，曾经长了国人志气，也让观众叫好。

但这显然还远远不够，无论你在舞
台上、镜头前说得多好、导得多妙，观众
都认准一个理——只要你是个文化人，
就得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戏里戏外、片
场内外一个样，走出片场过自家小日
子，当然更得依法合规，何况你还是公
众人物、知名人士。“放大镜”时时都在
放大，不容你偶尔“掉链子”。

而今，现实一次次让人大跌眼镜，
从涉黄到涉毒，频触“底线”的演艺界已

经可以拉出一张近 10 人的“灰名单”
来。就是这么一些人，平日里演着、导
着“高、大、上”题材，却深陷私欲场，个
别人甚至沦落到黄、赌、毒“一个不能
少”，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实在让人触
目惊心！

对个人而言——戏也油了，功夫
也丢了，观众当然也疏离了；对社会而
言——因为你是公众人物，假、恶、丑
被一次次放大，老百姓质问，为什么落
马的总是“贵圈人”，请不要再忽悠我
们了！

每每案发，总有家人、亲友、“粉丝”
扼腕痛惜，有的甚至一把鼻涕一把泪，

但观众还是担心这些“偶像”终究会变
成“呕吐的对象”，万一改不了“老脾
性”，就算拘留了、收押了，也没大用
处。“让大家怎么再继续喜欢他？”

法学专家认为，道德规范失序、法
治意识淡薄，层层叠叠的怪相正裹挟着
名利一起，充斥今天的演艺圈。警钟一
次次敲响，法律的尊严不容个别人如此

“调戏”，必要的职业道德约束和法制震
慑和高压，刻不容缓。

有观众说，无论今天你是“金熊”，
还是“银熊”，台上台下都得经得起核心
价值的考验，才能不变成“狗熊”。

（新华社上海9月15日电）

王全安，“金熊”不该 变“狗熊”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记者卢
国强）北京警方15日通报，48岁的陕
西籍电影导演王某某因嫖娼被抓获。
知情人证实，警方通报中的“王某某”
即为导演过《白鹿原》等电影作品的王
全安。

北京警方介绍，10日19时许，警
方根据群众举报，在北京市东城区一
小区单元楼内将进行卖淫嫖娼活动的
王某某（男，48岁，陕西省人，电影导
演）、吕某某（女，31岁，黑龙江省人）当
场抓获，两人承认了卖淫嫖娼行为。

据王某某交代，他是通过手机招
嫖信息联系到吕某某，当天18时许，
两人在王某某的工作室进行卖淫嫖
娼活动，后王某某付给吕某某 800
元。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王某某
于8日、9日、10日连续三次嫖娼，其
中 9日他同时与两名女子进行卖淫
嫖娼活动。

警方根据掌握的线索，先后将涉
嫌介绍卖淫的刘某（女，18岁，黑龙江
省人）以及6名涉嫌卖淫嫖娼人员抓
获。目前，刘某因涉嫌介绍卖淫罪被

警方刑事拘留，王某某等8人因涉嫌卖
淫嫖娼被行政拘留。

知情人证实，警方通报中的“王
某某”即为知名导演王全安。公开资
料显示，王全安曾导演《月蚀》《图雅
的婚事》《白鹿原》等电影作品，并曾
在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等国际影展
上获奖。

北京警方负责人表示，北京警方
将始终坚持首善标准，对卖淫嫖娼等
违法犯罪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严
厉打击。

据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记
者周玮）包括现代滑稽戏《探亲公寓》
在内的苏州6台精品剧目，将于10月
9日起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和清华大
学陆续上演。

此次活动汇集了苏州6个专业文
艺院团的6台精品剧目，除了滑稽戏
《探亲公寓》外，还有苏剧《柳如是》、锡
剧《一盅缘》、昆剧《玉簪记》、舞剧《桃
花坞》、中篇弹词《雷雨》。

另外，展演将充分体现文化惠民，
梅兰芳剧院票价分别为50元至280
元不等；清华大学票价为10元至100
元不等，从9月15日开始出售。

苏州6台精品
剧目进京演出 新华社东京9月15日电（记者沈

红辉）日本娱乐圈竞争激烈，生存压力
大，时有艺人因精神重压而行为出格的
事情发生，但日本社会对艺人染毒等行
为决不姑息，行业协会也会经常敦促艺
人们要洁身自好。

日本社会难忍艺人染毒

在日本，艺人接触毒品一经暴光，
其演艺生涯就基本上终结了，而且很难
东山再起。在中国具有一定知名度的
酒井法子，就是因染毒而几乎被日本娱
乐圈彻底抛弃。

2009年8月，酒井因涉嫌吸食兴
奋剂被东京警方逮捕，引起日本社会
一片哗然，酒井的经纪公司旋即宣布

与其解约。
当年 9 月，酒

井在获得保释后
召开记者会，向公
众致歉。记者会
上，她声泪俱下，
试图挽回声誉，但
未获外界原 谅。
10 月，酒井被判
有期徒刑，这在娱
乐圈几乎相当于
其艺术生涯的终
结。在法庭审理
中，她宣布退出娱
乐圈。

虽然后来酒
井法子宣布要进
入护理学校，未来
愿做一名护工，以

借此重返大众视线，并宣布重返娱乐
圈，但日本社会对此并不买账，目前
其演艺事业仍处于谷底。

在日本，艺人只要与毒品沾边，
其形象都会受到极大冲击。去年，日
本著名音乐人飞鸟凉承认曾购入毒
品，演艺事业遭到毁灭性打击，包括
其创作的电影主题曲被替换、经纪公
司宣布召回其在售作品等。

据不完全统计，本世纪以来，日
本娱乐圈有近20名艺人染毒，有的被
判有期徒刑，有的彻底淡出娱乐圈，
几乎无人重拾辉煌。

行业组织会督促艺人

在日本，艺人行业组织对规范艺人

品行发挥着重要作用。日本演员协会
（主要成员为歌舞伎演员）事务局长浅
原恒男就艺人艺德等问题接受了记者
采访。

他介绍说，协会根据需要，通过
协会成员和相关行业媒体敦促全体
会员注意日常行为。演员团体的负
责人也经常提醒团体内演员要洁身
自好。协会有时还会邀请专业律师
举办学习会，要求演员避免与“反社
会势力”接触。

关于艺人的社会责任，他强调：“演
员从事赋予人们梦想和感动的事业，必
须作为艺术家受到喜爱、尊敬。所以，持
有毒品等犯罪行为是决不可以原谅的。”

浅原特别指出，歌舞伎演员圈子是
一个整体，如果某个人犯罪，可能导致
整个歌舞伎演艺圈受到指责，所以要经
常提醒所有成员注意品行，让他们意识
到自己比普通人负有更重大的责任，决
不能做出被社会批评的事。

他还强调，如果歌舞伎演员在法
院审判中被判有罪，将会被限制登台
演出，如果罪行较重，还将被剥夺其歌
舞伎演员的资格，予以除名处罚。

早稻田大学教授重村智计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日本娱乐圈丑闻不是特
别多。如果涉及犯罪，艺人肯定会受到
法律处罚，不会受到特别照顾。即便不
涉及犯罪，赞助商等也会与涉事艺人解
约。

重村表示，日本媒体会对艺人的
丑闻、犯罪等做全程报道，强调艺人
的自身责任，尤其不宽恕艺人的犯罪
行为。所以，年轻人一般也不会模仿
艺人的不良行为。

经纪公司有时也会护短

当然，在日本，也曾有艺人并未因
曝出丑闻而前途尽毁。

由于一些大牌艺人是经纪公司、赞
助商和电视台等重金打造的，当他们发生
丑闻时，出于经济、商业利益的考虑，经纪
公司等有时会在不引起公众反感的前提
下，动用各种关系挽回艺人声誉。

日本人气组合“SMAP”成员稻垣
吾郎和草彅刚都曾发生过丑闻，但最后
也都安全“落地”。

对于如何应对曝出丑闻的艺人，日
本广播协会外宣部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是否封杀艺人取决于事件的具体
情况，会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判断该艺
人是否还适合参演公共电视台的节目。

如今，如何权衡商业利益和社会道
德，如何在两者之间取舍，也是日本娱
乐圈需要思考的问题。

新华社巴黎9月14日专电（记
者尚栩）第40届法国多维尔美国电影
节当地时间13日晚在法国北部海滨
城市多维尔落下帷幕，由达米安·沙泽
勒执导的励志影片《爆裂鼓手》荣获电
影节大奖。

《爆裂鼓手》表现了对于“伟大”的
追求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付出的代价。
安德烈是著名音乐学院的新生，他一
心想成为查理·帕克那样的传奇鼓手，
加入竞争激烈的校爵士乐队似乎让他
看到了曙光，然而魔鬼导师弗莱彻的
地狱式训练却让人几乎无法忍受……
该片还获得了观众最喜爱影片奖。

由菲利普·法拉迪约执导的影片
《善意的谎言》获得了评委会大奖。这
部影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聚焦一位经
历无数战火，后移居美国的苏丹年轻
人。而由大卫·罗伯特·米切尔执导的
恐怖片《跟随》则收获了国际影评人奖。

法国多维尔美国电影节落幕

《爆裂鼓手》
荣获大奖

电影导演王全安涉嫌嫖娼被拘
本报讯 针对近日网上传闻2015年央视春

晚停办的消息，中央电视台于9月15日正式声
明：好饭不怕晚！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不仅
不会停办，而且还要办好！我们将携央视电视人
最大的诚意，继续与电视观众一起守岁！（钟新）

央视昨日声明：

2015年春晚不会停办

本报讯 将于9月18日上映的慰安妇题材
电影《黎明之眼》，于9月15日在京举行了全球首
映庆典，导演吕小龙携郑佩佩、原子鏸、曾江等一
众主演共同亮相现场，就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对中
国女性所犯下的暴行愤怒控诉，疾呼正义审判。

据介绍，这部影片将跨越祖孙三代的故事，以
慰安妇后人和家人的视角，揭示慰安妇的生命悲
歌和历史档案。发布会现场，花样爷爷曾江率先
发言，感谢电影《黎明之眼》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
饰演老年黄子谦。郑佩佩也表示，感谢片方第一
次让她与女儿原子鏸共同出演这部电影，将戏外
的母女关系延续到了影片中。 （欣欣）

电影《黎明之眼》首映

本报讯 9月15日，宁浩执导的新片《心花路
放》发布终极预告片，不同以往影片物料的搞笑气
质，此番终极预告反而透出浓重的文艺气息：婚姻失
意的黄渤，与好友徐峥奔赴逃离阴影的旅程，随着一
路上的遭遇，两位好基友的友情也遭遇到考验。

该剧由宁浩执导，黄渤、徐峥、袁泉、郭涛、李
晨、夏雨、雷佳音、沈腾、刘仪伟、熊乃瑾、陶慧、周
冬雨、雍梦婷、张俪、马苏、刘美含、焦俊艳等群星
阵容演出，将于9月16日开启全国66城300座影
城的大规模点映，这也是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全
球首映后，影片与国内观众的首次见面，美团猫眼
电影将作为官方指定线上销售平台同步售票。

据悉，《心花路放》将于9月30日上映，也是国
庆档唯一一部IMAX版本的国产电影。 （欣欣）

《心花路放》曝终极预告

本报讯 由陈思诚、李光洁、王丽坤等人领衔
主演的电视剧《战神》日前曝光超长片花，网上点
击率扶摇直上，显示出该剧备受关注。

据介绍，《战神》讲述了抗战传奇英雄龙大谷
（陈思诚饰）跌宕起伏的一生。从太行山上的光杆
游击队司令，到龙之队的司令员、旅长，再到解放
战争时期的兵团司令员，龙大谷的军队几乎战无
不胜，所到之处令敌人闻风丧胆，龙大谷也成为了
老百姓心中当之无愧的“战神”。

“拍摄这部剧的初衷，就是想把抗战中优秀将
领的事迹集中展现出来，唤醒人们的爱国热情。”
《战神》出品人力栋表示。 （欣欣）

战争剧《战神》受关注

本报讯 犯罪动作电影《绝密跟踪》将于9月
16日全国公映，这部翻拍自香港银河映像经典影
片《跟踪》的韩国电影，集合了郑雨盛、任达华、薛
景求三大影帝，并携手影后韩孝珠、人气偶像李俊
昊组成顶级明星阵容，在警匪间跟踪与反跟踪的
焦灼对峙背景下，上演了一幕幕思维缜密、悬念迭
起、险象环生的烧脑动作大戏。

据介绍，《绝密跟踪》一片中，郑雨盛、薛景求
两位韩国影帝搭香港影帝任达华组成三驾马车阵
容，片中三人关系耐人寻味，不知是敌是友。“韩国
美男子”郑雨盛20年来首演大反派，坦言拍戏时
喝酒壮胆；影后韩孝珠演技惊艳，与人气偶像李俊
昊堪称“警界美颜”；薛景求表演老辣又不失幽
默。与此同时，所有主创造型反复设计，将潮流穿
搭与炫丽外景地相得益彰，让人目不暇接。（欣欣）

《绝密跟踪》今日公映

本报讯 王全安现任妻子张雨
绮，是在他们2011年拍摄《白鹿原》时
在西安领取结婚证的，期间，王全安为

“讨好”张雨绮还花费了巨资。
据介绍，王全安曾花了600万元

重金，为张雨绮打造了一枚8.688克
拉的鸽子蛋钻戒向张雨绮求婚，而这
个数字正是张雨绮的生日——1986
年8月8日。

除此之外，王全安和张雨绮还于
2013年远赴马尔代夫补办了婚礼，
光宴请亲朋赴马尔代夫就花费不
菲。此后，两人还到欧洲旅行欢度蜜
月，赴冰岛看北极光，在希腊小岛秀
甜蜜，在西班牙为张雨绮安排弗拉明
戈私人专场等。 （钟新）

为妻花费巨资

新华社多伦多9月14日电（记者晏忠华）为
期11天的第39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14日落下
帷幕，英美合拍影片《模仿游戏》获得电影节最高
荣誉“人民选择奖”。

《模仿游戏》根据安德鲁·霍奇斯所写的传记
《艾伦·图灵传》改编，由挪威导演莫腾·泰杜姆执
导，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凯拉·奈特莉、马修·古
迪等主演。影片讲述英国数学家和逻辑学家艾
伦·图灵的传奇一生，图灵曾在二战期间破解德国
密码，被誉为“计算机科学之父”。

多伦多电影节艺术总监卡梅隆·贝利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模仿游戏》讲述的故事
精彩且广为人知，加上出色的导演和演员，使得这
部影片紧扣观众心弦。

与欧洲三大电影节不同，多伦多电影节不是竞
赛类电影节，不设由评委会评选产生的奖项，电影节
最高荣誉“人民选择奖”由影迷投票直接选出。据贝
利介绍，多伦多电影节的获奖影片中有很多也都获
得了奥斯卡的青睐，如《为奴十二年》《乌云背后的幸
福线》《国王的演讲》《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等。

近年来，多伦多电影节凭借成功的商业运作
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每年吸引数千家世界各
地的电影制作公司和发行商参加，成为推销电影
新作的重要平台。多伦多电影节组委会的统计数
据显示，今年参加电影节的业界代表超过5000
人，创历届之最。

本届多伦多电影节还展映了12部华语片，包
括张艺谋的《归来》、王小帅的《闯入者》以及全球
首映的宁浩新片《心花路放》。贝利认为，越来越
多的中国导演开始重视多伦多电影节，将其视为
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平台，“中国影人看到了多伦
多首映的影响力”。

多伦多电影节落幕
《模仿游戏》获“人民选择奖”

王全安小档案

王全安，1965年10月26日出生于陕西延安，中国著名电影导演，第六
代导演领军人物之一。他执导的电影淳朴真情，具有浓郁的西部风情和
民族特色，描绘和展现的都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平民大众。2007年，凭
借他执导的影片《图雅的婚事》荣获第5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
熊奖，还获得过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等大奖。
代表性电影作品有2000年的《月蚀》、2003年的《惊蛰》、2006年的《图雅的
婚事》、2008年的《纺织姑娘》、2010年的《团圆》、2011年的《白鹿原》。

酒井法子一时染毒终身难返演艺圈

日本社会对艺人
犯错绝难容忍

酒井法子洒泪道歉也难回娱乐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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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全安领取柏林
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2013年4月 18日，王全安张雨
绮远赴马尔代夫补办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