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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卫
小林）乘国产动画电影市场愈来愈热
的东风，又一部国产3D动画电影《小
门神》今日宣布定档——将于2016
年1月1日元旦在海南与全国院线同
步上映，这是记者今天从片方阿里影
业海南站获悉的。

据介绍，《小门神》由追光动画
历时 29 个月精心打造，土豆网原
CEO、追光动画创始人王微担任编
剧和导演，高晓松、白客、季冠霖、叫
兽易小星为片中人物担任配音。出
品方包括阿里巴巴、中影、腾讯、百
度、格瓦拉，也是中国互联网三巨头
百度、阿里巴巴、腾讯首度为同一部
电影联手出品。

记者了解到，《小门神》讲述的是关
于改变和如何有勇气面对改变的故事：
因为近年来人间不再关注神仙，神界经
济萧条，门神、土地爷、八仙等小神们面
临着下岗的危险。门神神荼、郁垒兄弟

两不甘现状，因渴望改变而冲动下凡，
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证明门神的
价值。郁垒和神荼先后来到人间，遇到
了在小镇上开馄饨店的单亲母女小英
和雨儿两人，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意想不

到的有趣而惊险的故事。
阿里影业海南站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小门神》这部动画片三年前就开
始酝酿，剧本修改多达30个版本，最想
突出的是影片内容的中国气韵，同时还

要摒弃过去国产动画电影的偏低幼路
径，把影片打造成适合全年龄段观看的
动画电影。为此，追光动画动用了190
多人的团队制作该片，其中包括一些从
世界著名动画公司皮克斯、梦工厂回流

的经验丰富的动画工程师，耗时近两
年半才完成。为了达到堪与好莱坞动
画片媲美的声画效果，制作方对全片
总共 1940 个镜头的总渲染时间达到
了8000万小时，使该片画面精度超过
了好莱坞动画片；而该片也是国内第
一部全片声音采用杜比全景声的国产
动画片，目的就是希望给观众呈现极
致精美的视听体验。

该片的生产流程也按照美式动画
片生产流程制作，即两年前就完成了
配音，动画工程师再根据配音演员的
口型、语速、神情等制作动画人物，结
果使得片中人物的对白与画面达到高
度契合。

据悉，该片的路演也早在两个月前
便开始，片方希望用3个月的时间在全国
多地进行路演，通过口碑传播，让更多观
众了解《小门神》，喜欢《小门神》。而片
方到达的地方，观众口碑都非常好，称该
片是中国动画电影的良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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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著名导演
梁赞诺夫逝世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11月30
日电（记者吴刚）据塔斯社报道，俄罗
斯著名导演、前苏联人民演员埃尔达
尔·梁赞诺夫30日凌晨在莫斯科一家
医院因病逝世，享年88岁。

据报道，11月21日，梁赞诺夫因
气喘被送往医院抢救。经过一个多星
期抢救后，梁赞诺夫于30日凌晨因心
衰、肺衰而逝世。

梁赞诺夫1927年出生于俄罗斯萨
马拉州，是俄罗斯著名演员和导演，有
俄罗斯“喜剧教父”之称。他一生中共
拍摄了30多部影片，其中包括老一代
中国影迷熟悉的电影《办公室的故事》
《两个人的车站》等。

天津国际微电影节二度举行

《那片海》获两奖

新华社天津11月30日电（记者
周润健）第二届中国·天津国际微电影
节29日在天津颁奖，最佳影片奖、最佳
导演奖、最佳摄影奖、最佳剪辑奖等多
个单项奖一一揭晓。其中，《那片海》获
得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两项大奖。

《那片海》讲述的是身患绝症的美
术学院教师陈白宇回到自己年轻时最
难忘的稻城亚丁任教，度过人生最后
时光的感人故事。

据了解，本届国际微电影节以“一
带一路中国梦 美丽天津光影情”为
主题，聚焦“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聚焦
同心共筑中国梦，共征集了23个国
家、地区和国内25个省市的3212部
参评作品。经过多名“金鸡”“百花”奖
评委组成的专家委员会严格评审，52
部作品最终获奖。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任
贤良表示，本届国际微电影节推出了一
批有道德、有筋骨、有温度的优秀作品，
这些作品“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唱响
了网络主旋律，壮大了网络正能量。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卫小林）应海
南省古琴学会邀请，我国著名古琴演奏家、音乐
教育家杨青先生昨天莅临椰城，为中国文化网络
传播研究会国乐中心海南艺术基地、杨青古琴传
习所落户该会进行了专场表演，让海南省古琴学
会再度增添新喜。

据介绍，此次落户海口的中国文化网络传播
研究会国乐中心海南艺术基地、杨青古琴传习所
两大艺术机构，成为成立8年多时间的海南省古
琴学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揭牌，将为海南古
琴艺术的普及和提高作出更多贡献。

揭牌仪式上，杨青现场为观众表演了《流水》、
《欸乃》、《梅花三弄》等中国古琴名曲，并与海口茶
民公社青年埙箫演奏家合作演出了《关山月》等古
典名曲，让中国传统乐器散发出的迷人魅力感染
了现场所有观众。

省古琴学会成立于2007年10月22日，为中
国民族乐器之王古琴在海南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
开拓性的作用。著名古琴演奏家杨青为中国古琴
学会副会长，主编过《古琴弹奏经典歌曲三十首》、
教材《少儿学古琴》等著作。

省古琴学会再添新喜
两艺术机构落户该会

本报讯 还有不到一个月，江苏卫视跨年晚
会就将播出，还有哪些明星加盟？11月30日，节
目组表示，古惑仔五兄弟将加盟晚会。

郑伊健、陈小春、谢天华、钱嘉乐和林晓峰古
惑仔五兄弟，曾经在银幕上诠释了一代人无处安
放的青春，随着岁月的沉积，兄弟情也愈加深厚。
20年后，当五人重聚江苏卫视跨年晚会舞台，他
们将重唱《岁月友情》、《乱世巨星》等经典曲目，并
将致敬Beyond，唱响《光辉岁月》等曲目，将他们
的兄弟情义再次刻骨铭心地诠释，相信他们的出
现和演唱将感人至深。 （欣欣）

江苏跨年晚会又添明星
古惑仔五兄弟齐聚致敬Beyond

本报讯 11月28日晚，明星音乐选秀节目
《中国之星》在东方卫视第二次欢乐开唱，“好声
音”吉克隽逸居然滑至垫底。

节目中，刘欢、林忆莲、崔健三位“巨星推荐
人”，分别将自己欣赏的歌坛后辈推上竞技舞台开
唱。在首期节目中凭借《不要怕》摘得人气第一名
的“好声音”歌手吉克隽逸，却在本轮竞唱中因选
歌失误遭遇滑铁卢，从上期的排名第一位跌至最
后一位，地位岌岌可危。

吉克隽逸在演唱完毕后表示，自己为了这首
《会飞的野马》，演出中还特意梳起了马尾辫，旨在
希望大家跟着她飞向歌中的自由世界，然而她却
为此歌付出了垫底的代价。 （钟新）

明星音乐秀《中国之星》二度开唱

吉克隽逸选歌失误垫底

本报讯 关于天天兄弟成员变动的消息近日
甚嚣尘上，作为《天天向上》节目制片人兼主持人
的汪涵近日在录制新一期节目时亲口表示：“杨洋
今后将作为天天兄弟的新成员来参与节目。”

节目现场，汪涵除了夸赞杨洋沉稳之外，还
多次照顾杨洋：“把话筒举起来，记住你是天天
兄弟。”他还说，“以后不拍戏的时候你就自觉过
来”，可见汪涵对杨洋相当赏识。 （欣欣）

杨洋成天天兄弟成员
本报讯 今年盛极一时的影视作

品过半来自IP小说，将于12月5日在
江苏卫视开播的《长安三怪探》，是一部
集古装、悬疑、偶像于一身的大剧，它的
开播势必将开启新一轮的IP热。

近来年，IP改编成热门影视作品的
例子比比皆是，如《古剑奇谭》、《风中奇
缘》、《步步惊心》、《云中歌》、《琅琊榜》、
《花千骨》、《盗墓笔记》、《左耳》、《万物

生长》等，IP+豪华明星阵容+大制作=
豪华剧的模版，已经成为电视剧市场的
成功之道。业内人士透露，由于IP市
场水涨船高，一些作家已被制片方提前
预约下一部作品。进入2015年底，各
卫视也开启了古装剧份额的大比拼，其
中，江苏卫视即将开播的大剧《长安三
怪探》就是其中之一。

据悉，小说《长安三怪探》在各大

网络文学版连载时，就曾引发多家影
视公司竟购电视剧拍摄权，最后，幸福
蓝海影视文化公司胜出。由该公司制
作的大型古装探案剧《长安三怪探》，
聚集了中国内地、香港和韩国等地的
明星，演员阵容堪称豪华。该剧将于
12月 5日登陆江苏卫视黄金强档播
出，意在接棒曾为江苏卫视收视率夺
冠的热播剧《大秧歌》。 （欣欣）

《芝麻开门》再辟专场
本报讯 本周二晚，江苏卫视《芝麻开门》再

辟“男闺蜜专场”，四组男女搭档欢乐来袭。
节目中，最可怜的男闺蜜于雷被当成出气筒，

遭遇女汉子王晓新几年如一日的拳击，但即使如
此他都心甘情愿，两人在《芝麻开门》配合十分默
契；还有最有男子汉气息的男闺蜜李溯凶猛答题，
他和搭档于歆玥都是导演出身，两人在冲向“龙门
架”的道路上势不可挡。 （欣欣）

《我不是明星7》收官
本报讯 11月30日晚，浙江卫视真人秀《我不

是明星》第七季（简称《我不是明星7》）播出最后一
期节目，历经近三个月的激烈角逐终于完美落幕。

曾在第一期就表示如果儿子进决赛就亲自来
现场的曾志伟，本周实现承诺来到现场为儿子助
阵加油。在之前的节目中，曾宝仪与曾国祥曾对
父亲曾志伟的身高爆出过差距悬殊的“不实数
据”，这次来到舞台上，曾志伟竟在现场大方量身
高，并直呼要和报低自己身高的曾国祥“脱离父子
关系”；国家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超级丹”林
丹一同现身为李根加油助阵，林丹在节目中自曝
教练对他是一个亦师亦父的存在，进国家队15年
间，与教练相处时间远超父母。 （欣欣）本报讯 11月30日，最新武侠电

影《师父》片方发布终极海报和终极预
告，宣布该片将于12月11日在全国银
幕上再展咏春拳大招。

片方此次曝光了两组终极海报，廖
凡、宋佳、蒋雯丽、金士杰、宋洋以肃穆神
情占据视觉焦点，低沉厚重的乌云，凸显
了天津武行一触即发的江湖危局；廖凡、
宋佳背身而依，诠释了师父师娘在乱世
中的不泯真情，而前景中破败建筑身后
的步步紧逼，也让剧情变得更加错综复
杂。海报整体以冷色调为主，从暗色服

饰、破败建筑、阴沉天气，到冷兵器刀光，
都透出压抑紧张的危险气息。值得关注
的是，两款海报中众人目光坚定，隐隐透
出狠意，手执兵器进入戒备状态，山雨欲
来风满楼的局势扑面而来。

终极预告片以超强的节奏感，呈
现了廖凡、宋佳的感情发展。从别有
用心的结合到唯情难复、终见真心，伴
随着重重算计的真心，在风云变幻的
江湖武林艰难困守，通过感情线索一
步步铺开的是日渐明朗的野心和精彩
的械斗场面，廖凡携咏春八斩刀北上

挑战，呈现了与津门武行的精彩打斗、
与徒弟宋洋的多面周旋、与馆长的生
死盟约，真武侠的最佳动作场面，让功
夫迷们一饱眼福。

据了解，刚刚夺得今年台湾电影金
马奖最佳动作设计奖的《师父》，由徐浩
峰执导，廖凡、宋佳领衔主演，蒋雯丽、
金士杰、宋洋、黄觉主演。该片围绕南
派宗师陈识北上开馆的经历展开，讲述
了廖凡饰演的咏春宗师陈识北上天津
开馆，由此触发天津武林一系列恩怨情
仇的故事。 （钟新）

新华社洛杉矶 11 月 29 日电
（记者张超群）狮门影业《饥饿游戏》
系列影片的最后一部，《饥饿游戏
3：嘲笑鸟（下）》上映第二周依然引
领北美周末票房榜。迪士尼／皮
克斯动画新作《恐龙当家》开画不
利，成为皮克斯上映动画首周末票
房最低的影片。

由美国当红女星詹妮弗·劳伦
斯主演的《饥饿游戏 3：嘲笑鸟
（下）》在感恩节长周末的4天5夜
累计入账7580万美元，周末3天收
获5160万美元，较上映第一个周末
减少50％。影片上映10天已经累
计在北美获得1.98亿美元票房，
北美以外其他电影市场贡献4.4
亿美元。

迪士尼／皮克斯出品的
3D动画片《恐龙当家》感恩
节期间在北美3749家影院
累计收入5560万美元，其
中周末3天入账3920万
美元。虽然首日观影者
给《恐龙当家》开出“A”
的评级，但平庸的开画
票房使该片成为皮克
斯历史上上映首周末
票房最低的影片。

在著名影评网站“烂番茄”上，
影评人为《恐龙当家》开出了较好
的 78％的观影推荐值，预示该片
票房或在未来几周有所突破。观
看《恐龙当家》的观众以女性和低
龄者为主，其中女性观众占53％，
年龄在25岁以下的观众占58％。
以家庭为单位观影的人群占观众
总数的79％。

华纳兄弟出品的运动电影《奎
迪》本周在北美3404家影院上映，3
天获得3010万美元票房，感恩节期
间累计收入4260万美元。《奎迪》讲
述的故事是，拳手洛奇打败了美国
重量级拳王阿波罗·奎迪。但奎迪
的孙子发现，自己拥有与生俱来的
拳击天赋，于是不顾家人反对邀请
洛奇担任了自己的教练。动作明星
史泰龙在此片中出演洛奇一角。

《奎迪》在观众中赢得了“A”的
较高口碑，影评人更是为影片开出了
高达93％的观影推荐值。观看影片
的观众以男性为主，占比超过66％，
年龄超过25岁的观众为62％。

《007：幽灵党》和3D动画片《史
努比：花生大电影》分别以1280万
美元和970万美元的收入列第四和
第五位。

国产3D动画片《小门神》定档
将于2016年元旦贺岁上映

梁赞诺夫小资料

埃尔达尔·梁赞诺夫于1927年11
月18日出生，1950年毕业于全俄国立
电影学院。1956年，梁赞诺夫执导了
首部音乐讽刺喜剧片《狂欢之夜》，此
后陆续导演了一系列喜剧电影，奠定
了其“喜剧教父”的地位。

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梁赞
诺夫的喜剧电影受到国际影评界高度
重视，其擅长通过滑稽的场景和节外
生枝的情节变化的表现手法，让观众
看到了喜剧背后的生活本质。他导演
的代表作有《命运的捉弄》、《办公室的
故事》、《车库》、《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
奇遇》、《两个人的车站》等。梁赞诺夫
一生共执导了30余部影片，在前苏联
和当今的俄罗斯，他是被戏称为“每条
狗都认识的人”。 （钟新）

孟非邂逅“小郭德纲”
本报讯 孟非、郭德纲是圈内有名的好搭档

好朋友，上周六晚播出的《非诚勿扰》中，“小郭德
纲”一登台，就让孟非大吃一惊。

节目中，当男嘉宾胡强一出场，主持人孟非立
刻吃惊地说：“这不就是个小版郭德纲吗？”胡强还
笑称，自己12岁开始打游戏卖装备，并以此赚到
人生第一桶金30万元，到了18岁又跟舅舅学做
包工头，做到第三个月赚到第二桶金40万元，
2015年到上海发展，创立一家金融公司，并结识
了范冰冰、黄渤、潘石屹、柳传志等名人。胡强表
示，他的目标是拥有郭德纲的口才。 （欣欣）《长安三怪探》本周六开播

意欲接棒热播剧《大秧歌》

《师父》曝终极海报和预告
12月11日银幕再展咏春拳大招

《饥饿游戏3》再 北美票房领跑领跑
梁赞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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