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在最新出台的《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落实网上境外影视
剧管理有关规定的通知》中，引进剧在视频
网站的限令一再夹紧，有“数量限制、内容
要求、先审后播、统一登记”四项主要原则。

种种规定之下，境外剧在国内网站
的“同步更新”已不再现实。虽然网友对
无法继续窝在家里追剧的状况表示接受
无力，但最受冲击的国内视频网站却对
此政策持理性态度。有网站负责人表
示，境外剧的播出量一定会减少，国产剧
和自制剧则会拥有更大空间，境外剧被
炒得虚高的价格也有望回归正常。

内地片方乐了：
自制剧空间大了

“限外令”首先是对境外剧数量的限
制：2015年可引进影视剧数量为上一年
度（2014年）新上线播出的国产影视剧
数量的30%，且国别、题材类型要多
样化。其次是内容把控：鼓励引
进播出内容健康、制作精良、弘
扬真善美的境外影视剧。
美剧中常见的凶杀、暴
力、情色、心理变态等
内容肯定要遭删
减。

在业内人士看来，“限外令”对于国内
文化产业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各
家视频网站均认为，境外剧播出的限制对
视频网站整体影响有限，因为看美剧的观
众是小众，并非互联网的主要用户。各大
网站的主要流量不是来自美剧，而是国产
电视剧和大型综艺。有网站数据显示，
美剧在整体流量中所占比例仅是个
位数。对于2015年因境外剧减
少而留出来的空间，各家视
频网站会用国产剧和自
制剧来填补；此外，“中
外公司合作”，尤其
是与极擅长偶
像剧制作的
韩 国 合
作 ，

将大有可为。有业内人士预测，与韩国公
司合作，推出带有韩剧性质的自制剧，很
可能成为2015年的热门模式。

年初，优酷已经率先试水，
与韩国JYP公司联合推出了

新一档自制剧《玩偶骑
士》。该剧虽然表面

上是中韩联合制作
的节目，但编导

和主演全部
采 用 韩

国 班
底

，特别是JYP旗下的韩国男团GOT7更
是全员参演，以校园为主题的青春爱情
故事，以歌舞为主的内容表现形式，正是
韩国团队的强项。

同样，去年年中，搜狐就已经向旗下
拥有裴勇俊、金秀贤、金贤重、林秀晶等演
员的韩国keyeast娱乐传媒公司注资150
亿韩元，成为该公司第二大股东。这被认
为是搜狐视频下一步将与更多韩国公司合
作进行内容制作和发行的明确信号。

而腾讯的QQ音乐，也在2014年底
宣布与拥有BIGBANG、2NE1等超人
气团体的韩国YG娱乐展开音乐方面的
战略合作。

视频网站平静：
境外剧价格降了

虽然播出内容受很大
限制，但不少视频网站

对此政策仍表示支
持：“至少境外剧的

价格是降下去了，之前
被炒得太虚高了！”
回顾这几年的境外剧市

场，英美剧价格虽高，但相比起其
制作经费仍属“性价比颇高”；而韩剧

价格则明显有些虚高，韩剧向中国出

口的版权费却居高不下，且屡屡刷新
纪录。据韩国媒体报道，三四年前，韩
剧在中国的网络转播权每集仅1000-
3000美元，到了2013年已迅速突破单
集1万美元。在中国成为现象级作品
的《来自星星的你》，版权费已达到每
集4万美元；随后韩剧版权价格进一步
水 涨 船 高 ，到 2014 年 5 月 播 放 的
《Doctor 异乡人》，已突破8万美元一
集。数据显示，2014年销往中国的韩
剧版权价格，最高的甚至已经突破了
20万美元直逼30万美元一集的大关。

由于国内很多视频网站的采购人
员对韩剧及韩流文化了解有限，仅从
主演的知名度来判断价格，导致多次
出现“花大价钱买烂剧”的尴尬情
况。以 2014 年夏天的韩剧《对我而
言可爱的她》为例，因为男主角是
Rain，当时全剧的引进价格达到破纪
录的 320 万美元，可该剧不但剧情老
套乏味，演员表演也备受批评，连在
韩国国内的收视率也遭惨败。而境
外剧新规的实行，很可能将减少甚至
消除这一不合理现象。

从广电总局今年1月开始对各大网
站进行境外剧的审核工作开始后，韩剧
的版权价格已经直接下降了1/3。

（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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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记者史竞
男）记者1日从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简称
新广总局）获悉，自今年1月1日起严禁
电视养生类节目变相发布广告误导消费
者以来，已取得明显成效。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将持续加大监管查处力度，对以
节目形式发布广告的违规行为，一经发
现，严肃处理，决不允许这些变相广告误

导人民群众。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元旦起实施

《关于做好养生类节目制作播出工作
的通知》，对电视养生节目实施严格备
案管理。通知实施以来，广电总局对
卫视频道进行持续集中监管，有效遏
制了以养生节目形式变相发布广告的
违规问题。

1月 27 日，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
求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立即停播

“名酒汇”“名酒天下”“名酒坊”等22
条以节目形式播出的违规广告。被叫
停的 22 条变相广告中，有 11 条宣传
售卖白酒，6条宣传瘦身祛斑产品，4
条宣传美发染发产品，还有 1条以纪
录片形式夸大宣传某微量元素预防癌

症的功效。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养生节目管理新政策得到较好落实，
卫视频道基本实现“零违规”。但也出现
一些新问题，有的卫视开始播出一些由
广告主、广告公司制作投放的其他节目
形式的变相违规广告，采用主持人主持、
嘉宾互动、消费者作证明等形式，为高档

白酒、瘦身祛斑、美容美发等产品或服务
进行广告宣传，严重误导消费者，亟须予
以严肃整治。

这位负责人还强调，下一阶段，将在
巩固卫视频道养生节目管理成效的基础
上，持续加大监管查处力度，各级播出机
构要坚决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切实
履行把关职责，坚决杜绝违规问题。

新广总局严查节目形式变相违规广告
22条违规广告被责令停播

新华社北京3月1日专电（记者白
瀛）动作演员吴京1日在京宣布，由他自
导自演，余男、倪大红与斯科特·阿金斯等
联合主演的军事动作片《战狼》将于4月2
日起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中国神
秘部队“战狼中队”的故事，吴京饰演一个
桀骜不驯、性格不羁的“痞子兵王”。

吴京介绍，影片中他饰演的冷锋桀
骜不驯违抗军令，凭着完美狙击水平被
冠以“冷三枪”之称，当国外雇佣兵挑衅
入侵中国边境后，一场“犯我中华者虽
远必诛”的热血之战火热上演。

吴京说，片中的“战狼中队”带着
“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坚定信念，带
着“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的卫国情怀，带着“黄金百战穿金甲，不
破楼兰终不还”的男儿热血，在与雇佣
兵的战斗中展现出无人能敌的气概，在
真正的战役中同时呈现高科技辅助下

的强大战斗力。
“我一直想拍一部很‘男人’的电

影，中国银幕上缺少这种硬汉、爷们
的形象，它会让你的肾上腺素急速飙

升，不仅有情怀，还有情调。我相信
男观众看完《战狼》后会更想当纯爷
们，女观众看完会更想找一个中国的
纯爷们。”

军事动作片《战狼》定档4月

吴京塑造桀骜卫国“兵王”

新华社台北3月1日电（记者陈
思武 曹典）挟台湾春节档电影票房
冠军的余威，以两岸婚姻为背景的喜
剧电影《大囍临门》将于6日开始在大
陆上映。十全娱乐执行长兼电影监
制陈国华表示，相信这部和华谊兄弟
合作的让人“笑到脸疼、哭到眼肿”的
电影会受到大陆观众喜欢。

影片由黄朝亮导演，林心如、李
东学、谢新达（艺名猪哥亮）主演，寇
世勋、任贤齐、林俊杰、胡乔华（艺名
华少，浙江卫视主持人）等著名艺人

客串。从除夕开始在台湾上映，短短
一周票房即突破2亿元新台币的成
绩，一举夺下台湾春节档票房冠军。

电影以两岸婚姻为背景，讲述台
湾岳父和大陆女婿因婚俗不同引发
的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导演黄朝亮说，电影里猪哥亮饰
演的岳父是台湾的传统爸爸形象
——嗓门大、爱面子、装海派，却是刀
子嘴、豆腐心，想要保护家庭、家人的
心意，也让很多人回想起自己那个不
苟言笑、但是安静付出的爸爸。

本报讯 3月1日晚8时，央视大
型公益综艺节目《出彩中国人》第二
季震撼回归。在首期节目中，范冰
冰、蔡国庆、周立波三位全新组合评
委表现不俗。而首秀电视综艺的范
冰冰，更是一展歌喉，毫不犹豫地大
秀女神风采。

首期《出彩中国人》节目中，楚楚
和俏俏是一对双胞胎，十分热爱拉丁
舞，然而她们身材从小就比同龄人要

“大一号”，也常因体形而受挫，不仅找
不到合适的舞伴，别人还总劝她们放
弃舞蹈。在外界重重质疑下，两人依
然怀着梦想跳上了《出彩中国人》舞
台。两姐妹称，此番来到《出彩中国
人》舞台，就是要向外界证明胖女孩也
可以跳舞：“我们喜欢跳舞，我不想因
为外界的一些原因改变我的生活，我

的路就要我自己去走，跟你没关系。”
舞蹈所散发的快乐和两人强大的

内心，令评委范冰冰尤为感佩，她十分
赞同两姐妹坚持自我的选择：“大家都
说范冰冰是娱乐圈最胖的女演员，同
类女演员都是八九十斤，我却要一百
一十七八斤了，但是我觉得没关系，我
愿意做娱乐圈最胖的女演员。”谈及自
己的体重，范冰冰十分坦然，毫不扭
捏，“我觉得有的时候，在你能体现你
自己的心态跟实力的时候，就要完完
全全在这个舞台上把自己展示出来，
根本不在乎任何东西。”范冰冰力挺楚
楚和俏俏，“我就是觉得你们很美，很
可爱，在杨贵妃的年代你们是要和她
争宠的。”她甚至还“许诺”两姐妹，如
果要拍“武媚娘续集”，有合适的角色
一定要叫上她们。 （钟新）

央视《出彩中国人》第二季首播

本报海口3月 1日讯 （记者卫小
林）台湾有位才女型演员，更是一位才
女型导演，她就是张艾嘉，但自2008年
执导《一个好爸爸》后她已7年没有新作
品了。记者今天从博纳影业集团海口
办获悉，由张艾嘉重执导筒拍摄的青春
爱情电影《念念》即将于近期上映，而该
片最大的亮点还在于，它把多年没演电
影的香港明星梁洛施也重新拉回到了
大银幕之上。

据介绍，青春爱情电影《念念》汇集了
梁洛施、张孝全、李心洁、柯宇纶等众多实
力影星，描写的是一个关于爱与青春的感
人故事。年轻的画家育美（梁洛施饰）发
现自己怀了深爱的男友阿翔（张孝全饰）
的孩子，但母亲（李心洁饰）因为难产而死

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她，让她迷失方向。而
梦想成为奥运拳击手的阿翔，却因为眼疾
而面临被禁赛的命运。与此同时，自父母
离婚后一直渴望家庭温暖的哥哥育男（柯
宇纶饰），在父亲去世后终于鼓足勇气迈
出了去台北寻找失联妹妹的脚步。

记者了解到，张艾嘉在《念念》里用深
情的视角，讲述了现代台湾繁华大都市中
几个年轻人对于爱情与亲情的承担和奉
献。片中叙述的多重情感故事，既有“念念
不忘”的执着，也有“一念之差”的遗憾，借以
向观众展示当代都市青年人勇敢的青春和
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
香港明星梁洛施在息影多年后，也借这部影
片复出，她携手台湾人气小生张孝全在大银
幕上谱写的这段热恋将令观众怦然心动。

台湾才女导演张艾嘉重执导筒

梁洛施回归银幕演《念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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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洛施在《念念》中

《隋唐英雄5》打得过瘾
本报讯《隋唐英雄之薛刚反唐》（简称《隋唐

英雄5》）正在江苏卫视热播，余少群、孙耀琦、赵
文瑄等“隋唐老将”再度披挂上阵，演绎唐朝英雄
薛刚对抗中国古代唯一一个女皇帝武则天的故
事。与“隋唐系列”前几部相同，《隋唐英雄5》中
也加入了大量打戏，观众看得直呼过瘾。

导演曹荣介绍，76集的《隋唐英雄5》总共打
了将近50集，占比65%以上，场面蔚为壮观。有
观众表示：“看《隋唐英雄5》不仅能学点历史，还
能看到这么多武打戏份，真是过瘾！很少有古装
剧能把打戏做到这么好！点个赞！”

据悉，为了让打戏看起来更加壮观，无论是在
人物单挑还是在战争特效上，导演组都狠下了一
番功夫。“我们对人物武器都做了专门设计，比如
薛刚的双锤、武三思的长枪、九环公主的九环剑，
都经过专门设计，看起来都是有模有样的！”曹荣
介绍说。 （欣欣）

《一站到底》迎三岁生日
本报讯 江苏卫视《一站到底》三周岁啦！本

周一晚，“穹顶之上”第三场10位战将将用最精彩
的答题，为《一站到底》送上祝福。

本期节目中，“千年老二”刘澍用答题生涯做
赌注，不成题王从此退出答题江湖，此次破釜沉舟
的他首次出击便遇强敌，能否全身而退就看这一
战了；而《一站到底》最美五星战将刘木子也将再
度甜美来袭，为了备战百忙之余还要挑灯看书到
凌晨四五点，只为成为最有智慧的“花瓶”。

三年来，作为国内首档益智答题攻擂节目，江
苏卫视《一站到底》一直用自己新颖的答题形式、
趣味十足的PK挑战、彰显个性的互动答题，以及

“最强大脑”式的精彩专场，赢得了广大热爱答题
观众的喜爱和支持，在国内外获得诸多殊荣，
2014年，《一站到底》就获得了全亚洲最佳益智类
节目的提名。 （欣欣）

中韩明星体验中国戏曲
本报讯 2015年，央视全面发力综艺节目，携

手北京爱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国内首
档中韩明星跨界体验类真人秀《叮咯咙咚呛》，于
2月28日在北京华彬歌剧院举行首播礼。

节目聚集了金钟国、安七炫、熊黛林、吉克隽
逸、张赫、朴宰范、金圣洙、曹世镐、郭京飞、刘雨欣
等在内的10大中韩明星，他们分成三组奔赴北
京、重庆、嵊州挑战中国传统京剧、川剧和越剧，一
场欢笑与泪水交织的学艺之旅即将为观众呈现。

值得一提的是，该节目是金钟国、熊黛林、郭
京飞继“跑男”之后的再次聚首，节目组也将全面
发力，在展现他们光鲜亮丽的同时，还力图将背后
更多不为人知的内容呈现给观众。

3月1日晚9时，第一期《叮咯咙咚呛》节目开
始在CCTV3首播，CCTV4、CCTV7、CCTV11、
CCTV15将联合重播。 （欣欣）

曹格《超级战队》夺冠
本报讯 自第8期超体PK秀预告发出后，《超

级战队》最新节目就吊足了观众与网友们的胃口，
“雌雄大战”引发大家翘首企盼。

上周节目播出了，剧情走向却超出所有人的
想象——对战超体男，超体女竟然保持了2胜1
平的不败战绩。如此战绩，简直“亮瞎”了所有观
众的双眼。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首次加盟《超级
战队》的曹格，同样爆冷击败了六度担纲“超级老
队长”的朱丹，“任性”地以3分夺冠。

作为带领本阵营竞猜比赛的“意见领袖”，“明星
队长”肩负着抢最大红包的重任，不仅要有丰富的生
活阅历，对千奇百怪的比拼项目更多有涉猎；还要有
高出常人的智商与情商。在《超级战队》舞台上，太
过任性的“明星队长”往往铩羽而归，曾志伟便有“扑
街”的前车之鉴。没想到，羊年第一期《超级战队》，
冠军桂冠竟然落在了任性的曹格头上。 （欣欣）

新广总局再出招治引进剧播出乱象
境外剧难在国内网站同步更新

《大囍临门》6日内地上映

2月份全国电影票房
超40亿元
同比增长24%

本报海口3月1日讯（记者卫小林）春节黄
金周全国电影票房井喷，直接带来了中国电影史
上又一个票房大喜的2月份。记者今天从中影
星美院线获悉，刚刚过去的2月份，全国电影总
票房达到了40.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8亿元，
同比增长了24%。

据介绍，今年春节档期，全国各大院线几乎都
同步上映了成龙大片《天将雄师》、王晶喜剧片《澳
门风云2》、中法合拍艺术片《狼图腾》等7部新片，
扎堆上映贺岁大片的结果，是2月份全国电影总
票房出现了井喷，全月总票房达到了40.2亿元，
同比增长了24%，也超过了2014年7月份暑期档
时有《变形金刚4》上映的峰值36亿元，创下了中
国单月票房历史之最。

“春节档现在成了一个越来越受业内关注的
票房黄金强档了。”中影星美院线一位负责人说，
因为2013年的春节档也在2月份，但当月全国
票房才21亿元，2014年春节档也从2月份开始，
但当月全国票房增加了11亿多元，也才32亿多
元，今年突破40亿元大关，虽然总额才增加8亿
元，但已经创造了历史。“如果加上1月份的26
亿元，今年1月和2月国内总票房已经有66亿元
了，平均每天都有1.1亿多元，实在太了不起了。”
该负责人说。

②优酷已经和韩国公司联合制作节目《玩偶骑士》了

③韩剧《Doctor异乡人》单集价格突破了8万美元

①320万美元买的《对我而言可爱的她》被称为“烂剧”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