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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上半年，电影总票房近
250亿元。面对我国电影产业发展飞
速之势，一些问题的暴露也警示着我
们，电影产业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如
电影票房造假问题如何杜绝、电影从
业者职业素养怎样提升等。8月29
日，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再次提交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二审草案聚焦改
革中面临的这些困难与挑战。

行业乱象？
加大处罚力度

涉“黄赌毒”演艺界黑名单时有更
新、天价片酬引发“影视创作掉进钱
眼”责难……针对这些行业乱象，二审
草案增加规定：演员、导演等电影从业
人员应当按照德艺双馨的要求，遵守
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恪守职业道
德，加强自律，树立良好社会形象。

“将艺人自律上升到法律层面，对

上影演员剧团的全体演员是一种鞭
策。”上影演员剧团团长、在《遵义会
议》等影片中出演毛泽东的演员佟瑞
欣说。

2016年3月初上映的电影《叶问
3》，仅放映几天就因涉嫌票房造假受到
调查。这次事件揭开了中国电影市场
乱象的冰山一角。据估计，过去几年中
全国电影票房至少有10％被“偷走”。

加强对票房收入的监管、加大对
虚报瞒报票房收入行为的处罚，二审
草案明确：电影发行企业、电影院应当
统计、提供真实准确的电影销售收入，
不得采取制造虚假交易、虚报瞒报销
售收入等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观
众，扰乱电影市场秩序，并规定了相应
的行政处罚。

中国传媒大学经管学部学部长、
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表示，在我
国电影高票房背后所隐藏的这些“泡

沫”行为，不仅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
会使人们对我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各
类数据丧失信任，更会成为电影产业
发展真实状况的“障眼法”。

“戳破数据造假泡沫，电影产业的
发展才能更健康，对电影产业的评价
也才会更加完善。”范周说。

行业门槛？
取消摄制资质规定

2016年上半年，上海备案电影数
量达209部，大大高于2015年同期；
出品完成片数量已达52部，已全面超
越2015年全年的44部。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广局
局长胡劲军说，简政放权促进了政府
部门更加规范高效地服务于电影产业
的繁荣发展，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活力，
释放了产业潜在的动能，进而有助于
形成电影产业较强、较猛的发展势头。

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推进，
目前电影摄制许可已实行“零门槛”，
只要是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影视文
化类企业都可以申请拍摄电影。对
此，二审草案取消摄制电影资质许可
方面的规定，加强电影立项阶段的审
查，增加由电影主管部门“颁发备案证
明或者批准文件”的规定。

保护国产片？
明确放映时段要求

七八月间，“国产电影保护月”又成
为民间关注的一个热词，而这个暑期国
产片略显乏力的表现也引发了我们对
于如何扶持国产电影的进一步思考。

对电影院年放映国产影片的最低
时间比例，一审草案就作出了规定，对
此，有的委员提出，应当进一步明确电
影院放映国产影片的时段要求，鼓励
安排更多黄金时段放映国产影片。

二审草案增加规定：电影院应当
合理安排境内法人、其他组织摄制的
电影的放映场次和时段，并且放映的
时间不得低于年放映电影时间总和的
三分之二。

二审草案的这项规定对于学生们
来说绝对是好消息：国务院教育、电影
主管部门可以共同推荐有利于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的电影，并支持接受义务
教育的学生免费观看。

对农村群众的公益放映服务，二
审草案也作出了规定，并明确“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对农村电影公益放映活动
给予补贴”。

范周说，农村文化消费市场是一
片尚未开拓的蓝海，电影产业与农村
公共文化的有机融合，将成为撬动农
村电影市场的一个重要支点，对提升
我国电影产业发展水平至关重要。

（据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打击虚报瞒报 戳破票房泡沫
——聚焦电影产业促进法二审草案看点

本报讯 由黑色犯罪电影领军导
演曹保平执导，刘烨、张译、段博文、王
子文、谭卓、王砚辉、颜北、孙磊等主演
的电影《追凶者也》日前曝光“烈日追
凶”版预告和一组“追跑”版海报。

承袭曹保平导演自《光荣的愤
怒》、《李米的猜想》、《烈日灼心》以来
的黑色犯罪电影创作理念和独特电影
语言手法，《追凶者也》在犯罪悬疑层
面的营造丝丝入扣，冷峻锋利，于现实
主义关怀基底上建立起一个善恶双
生，悬念重生的独特影像世界。

从此次曝光的“烈日追凶”版预告
中可以看到，紧张悬念的滴答秒表声，
令人无限遐想的台词，逼仄、有冲击的
中近景人物镜头，以及犯罪线索的特写

镜头展示，都呈现一种荒蛮、锐利的影
像力道。而“追跑”版海报则逗趣追凶，
展现影片所自然呈现的黑色幽默风格。

此次《追凶者也》曝光的“烈日追
凶”预告足见曹保平导演对于犯罪电
影创作的精湛把控，视听呈现上收放
自如，恰到火候。宋老二（刘烨饰）巷
子里紧张的情绪表演变化、董小凤（张
译饰）戴牛角帽骑摩托的夸张造型、王
友全（段博文饰）泡在江中、宋老二拿
着棍子奋力追 、王友全被打头等镜头
内容都给予观众以直接的冲击，也足
见影片中对于犯罪暴力和悬疑紧张感
的力道呈现。

据悉，影片将于9月14日中秋档
全国上映。 （欣欣）

《追凶者也》曝光预告片

刘烨张译“烈日追凶”

刘烨（左）在《追凶者也》中饰演宋老二

本报讯 曾经“小粗腿”化身“时尚潜力股”，吴
昕首登时尚综艺《我的新衣》就已经引得无数观众
万分期待，不过节目组却似乎并不放心，竟然突袭
吴昕的闺房，现场“抓”住了吴昕私下“随性”的一
面，面对节目组的“质疑”，吴昕自信放话“我这个
人可塑性非常强”、“我打扮起来自己都害怕！”

这样看来吴昕似乎要“放大招”了，联想其
最近的惊艳表现，不难想象吴昕即将在《我的
新衣》舞台上的美丽绽放。9月3日，粉丝势必
是要守好电视关注吴昕的表现了。 （欣欣）

吴昕登《我的新衣》
自信可塑性强

本报讯 北京卫视2016大型明
星跨界音乐节目《跨界歌王》自诞生问
世到成长发展，一路走来一直受到人
们的广泛关注。

从普通观众和网络民众的强势围
观，到乐评人及业界人士的激烈讨论，
再到全国媒体大规模、大面积的聚焦报
道，《跨界歌王》对于中国电视综艺，特
别是音乐节目领域的影响不容小觑。
节目虽已在上周完美收官，但是《跨界
歌王》带来的热烈反响与强烈社会效应
仍在持续发酵。近日，《人民日报》及
《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都对《跨界歌
王》进行了深度的解析与中肯的评
价。《人民日报》点赞《跨界歌王》“为优
秀而努力”。《光明日报》赞北京卫视

“匠心”打造“走心”节目。 （欣欣）

《跨界歌王》
引主流媒体关注

据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记者白瀛）记
者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获悉，剧院演员、导演苏
民28日4时在京逝世，享年90岁。苏民是现任
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的父亲，也是北京
人艺第一版《雷雨》中周萍的扮演者。

苏民原名濮思洵，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柘
塘镇地溪村人，自幼随父迁居北京，年轻时因参
加革命需要，鉴于自己是江苏人，改名为苏民。

1952年北京人艺成立，苏民成为剧院第一
代演员。在北京人艺舞台上，苏民扮演过《雷雨》
中的周萍、《蔡文姬》中的周进，《智者千虑必有一
失》中的格洛莫夫、《胆剑篇》中的范蠡等角色，导
演过《在街道上》《红色火车头》《李白》等话剧，
1999年担任《蔡文姬》的复排导演。1996年，70
岁的苏民，在影片《鸦片战争》中出演道光皇帝。

濮存昕父亲苏民逝世
为北京人艺第一版《雷雨》周萍扮演者

本报讯 沸腾了整个热夏的暑期档即将落
下帷幕，综艺市场又到了季末交替的换新季。
在去年第三季度的综艺鏖战中以黑马之资突围
的江苏卫视《蒙面歌王》，将于9月11日晚重装
回归。新一季节目全新升级玩法，更名为《蒙面
唱将猜猜猜》于9月11日晚再次出发。

作为国内首档主打“悬疑”概念的音乐综艺，
《蒙面唱将》在“明星+音乐”的传统玩法中，创新
嫁接“面具”元素，开启“玩乐时代”音乐类节目的
模式更迭。新一季回归，《蒙面唱将》从赛制环节、
悬念设置、猜评阵容都实行了改头换面，最大刀阔
斧的改变，莫过于加量升级的歌手对决。（欣欣）

《蒙面唱将猜猜猜》
九月重装升级回归

本报讯 北京时间8月29晚，参
加世界杯预选赛亚洲12强赛的中国男
足飞赴韩国首尔，开启中国足球第11
次冲击世界杯之旅。9月1日，国足将
在自己的12强赛首战中对阵韩国队。

此次前往客场作战，国足享受最
高规格的后勤保障。球队不仅包机
抵达韩国，还享受机场特殊通道，就
连球队下榻酒店楼层都有专门的安
保人员把守。

29日下午，国足在沈阳进行出发
前的最后一堂训练课，主教练高洪波继
续对球队同韩国队比赛阵容进行演
练。从了解到的情况来看，高洪波已经

有了对付韩国队的思路，他需要在这几
天训练时把自己的思路传递给队员。

晚上七点，球队从沈阳出发，前往
韩国首尔。国足这次世预赛十二强赛
客场比赛全部包机，这也让球队的出
行更加便利。球队30日将进行一次
封闭训练，31日进行踩场训练，这也
是国足赛前仅剩下的两堂训练课。

为了让队员们能够在酒店休息
好，免于打扰，球队包下了酒店的一个
楼层。该楼层完全封闭，非球队人员
无法进入。从29日晚球队入住开始，
将有三名安保人员24小时在球队酒
店楼层值班。 （小赵）

国足出征国足出征1212强赛强赛
开启第11次冲击世界杯之旅

8月29日晚，中国男足出征十二强赛，全队着帅气西装亮相。 小新发

北京时间8月29日晚，本年度最
后一项网球大满贯赛事——美国网
球公开赛开战。男单世界第一德约
科维奇能否摆脱温网后的低迷，再现
无敌神威？女单天后小威廉姆斯能
否超越格拉芙23座大满贯女单冠军
的纪录，成为无可争议的史上第一
人？本届美网，看点多多。

两个月前，德约科维奇在法网实现
全满贯伟业后，整个网坛都在关注他能
否完成年度全满贯壮举。遗憾的是，小
德的状态在没有多少征兆下出现下滑，
他在温网第三轮意外输给奎雷伊，年度
全满贯梦碎。之后，虽然夺得罗杰斯
杯，但劲敌缺阵含金量不足。而在前不
久结束的里约奥运会上，小德更是不敌
德尔波特罗，首轮出局。

腕伤的困扰是小德近期战绩不佳
的原因之一，他也是人，也有受伤病困
扰和疲惫侵袭的时候。回过头来看，
里约首轮出局对小德征战美网未必是
坏事，他得到了宝贵的休息时间。不

过，小德此次美网的签运不是太好，在
1/4区有多位猛将，16强的潜在对手包
括美国大炮伊斯内尔、法国名将加斯
奎特，八强战的对手很可能是前美网
冠军、刚刚在辛辛那提夺冠的西里奇
与法国猛将特松加之间的胜者。

4号种子纳达尔与小德同在上半
区，半决赛或将上演“德纳决”。纳达
尔从法网起便因腕伤高挂免战牌，选
择在里约奥运会复出的他看起来伤势
恢复得不错，一举摘得男双金牌并闯
入男单半决赛。当然，小德夺冠的最
大劲敌还是近期状态火热的穆雷。穆
雷温网夺冠后，又成功卫冕里约奥运
会冠军。由于连续征战的疲惫，一波
22连胜才在辛辛那提决赛被西里奇
终止。如今的穆雷战力升档霸气更
足，美网夺冠呼声直逼小德。

上个月，费德勒宣布由于膝伤未
能完全恢复，提前结束2016赛季。这
位17个大满贯得主、连续五届美网冠
军自1999年来首次缺席美网。四巨

头“三缺一”是本届美网的一大憾事。
女单方面，本届美网有可能见证

小威廉姆斯书写纪录的时刻。如果
夺冠，小威将刷新目前她与格拉夫共
同保持的、公开赛年代以来22座大
满贯单打冠军头衔的纪录，成为历史
女单第一人。

但小威的夺冠之路不会一帆风
顺。因为右肩有伤，小威退出了罗杰
斯杯的争夺，此后在里约奥运会第三
轮铩羽而归。除了伤病困扰，小威还
面临众多好手的阻击，如果过早出局，
不仅错失刷新大满贯冠军纪录的机
会，世界第一的宝座还有可能丢失。
而2号种子、德国名将科贝尔是对小
威世界第一的宝座威胁最大的球手。

中国金花有多名球手参加资格
赛，结果只有两名晋级正赛，最终参加
正赛的选手为6人。中国金花的表现
值得关注，但谈不上多高的期待，抱着
多看一轮是一轮的心态，或许有惊喜。

■ 林永成

201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开战

小德再现神威？小威刷新纪录？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记者王
黎刚）2016年海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
昨天结束了三对三篮球联赛总决赛、
星游杯DOTA2城市联赛总决赛和省
象棋棋王棋后赛的争夺。

共有64支球队参加三对三篮球联
赛总决赛。本次比赛分为两个阶段举
行，第一阶段为市县赛区预赛阶段。预
赛共设海口、琼海等7个赛区。第二阶
段为总决赛，比赛分为三对三男子公开
组和男子青少年组两个竞赛项目。最
终，海南没有粉队和海师13队分别获

得了青少年组和公开组的冠军。
经过1个多月的激烈角逐，省内76

支战队报名参赛的星游杯DOTA2城
市联赛总决赛昨晚结束。飞跃网咖赛
点冠军（斗巢）战队夺得冠军，并赢得了
3万元奖金。乐特网咖赛点冠军（Big-
boys）队屈居亚军，并取得1万元奖
金。三亚竞技场网盟赛点冠军（LV）队
名列季军，并赢得5000元奖金。

海南省象棋棋王棋后赛昨晚结束，
尹湘缘、容健贻、和吴芷涵分获女子8岁
组、男子12岁组和女子10岁组冠军。

省全民健身运动会三项比赛战罢

8 月 28
日晚，海南省
全民健身运动
会三对三篮球
联赛总决赛在
海口举行。图
为队员们在比
赛中。

小王 摄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6年“陵水杯”海
南省九人制排球联赛8月28日晚在陵水体育
馆落幕。海口队在决赛中以3：0战胜海南师范
大学队，斩获冠军，这是海口队第五次夺得省九
人制排球联赛冠军。海师大队获亚军，琼海队
获季军。

海口队和海师大队一路过关斩将，会师决
赛。决赛开场后海口队发挥稳定一路领先，以
21：11轻松拿下第一局。第二局海师大队加强
进攻，战况一度胶着，经验丰富的海口队还是以
21：18再下一局。第三局海口队抑制住海师大
队的反击，以21：14锁定胜利，拿下本届排球联
赛的冠军。

在季军争夺战中，琼海队在先失两局的险
境下实现大逆转，最终以3：2（22：24、16：21、
21：17、21：18、21：11）战胜文昌队，夺得季军。

冠军海口队获奖20000元，亚军海师大队
获奖15000元，第三名琼海获奖10000元，其
余名次各有奖金奖励。

海南省九人排球联赛从1998年开始举办，
本届比赛是第十八届。海南师范大学队曾6次夺
冠，是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本届联赛由海南省
文体厅、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主办，海南省体
育总会、陵水黎族自治县文体局、琼海市体育管理
局承办。共有海口、文昌、琼海、临高、澄迈、定安、
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8支队伍参赛。

省九人制排球联赛收兵

海口队第五次捧杯

据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记者施雨岑）
第十五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动员大会
29日下午在京举行，308名中国运动员将奔赴
里约残奥会赛场，展现他们的竞技能力和意志
品格。

当天的动员会上，乒乓球队运动员冯攀峰、
游泳队教练员黄燕分别代表运动员和教练员发
言，表达了全团将士奋勇争先、夺取胜利、为国
争光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残联主席、第十五届残奥会中国体育
代表团团长张海迪强调，要继续以“零容忍”的
态度坚决杜绝兴奋剂，干干净净参赛，做真正
的英雄。

本届残奥会将于当地时间9月7日至18
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设有视力残疾、肢
体残疾、智力残疾三大残疾类别的22个大项、
528个小项。

里约残奥会中国代表团
出征动员大会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