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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巍

李安在很多影迷心中仿佛华人导
演中的英雄，得过奥斯卡奖，打得进好
莱坞，又在华语影坛树起极大威望，可
最近上映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却让他身陷负面评价，吐槽的影迷觉
得这部新片“剧情不好”。笔者认为，
李安其实从来都没有很牛的剧情，他
是一个以拍身边普通人出名的导演高
手，他最拿手的是以小见大。

想当年，李安还没多少名气的
时候，他执导的《饮食男女》《喜宴》

《推手》，就把我们身边的普通人搬
上了银幕，那种接地气的生活中的
普通人，却让你能从他们身上看到
时代前进给他们的感触。后来，李
安拍了《卧虎藏龙》《色·戒》《断背
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也都没有

“大人物”，也都是我们身边普通人

一样的小人物，但李安从这些小人
物身上拍出了人生感悟，拍出了处
世态度，拍出了思想高度。

到了《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尽
管评价褒贬不一，但李安还是选择了
一个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一个普通
士兵来拍摄，都是些平凡小事，平凡到
甚至让人觉得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
若是你我他遇上了，如何处理，立刻就
有高下之分。李安借片中的比利·林
恩给出了答案，比利·林恩因为身为军
人，所以当他面临抉择时，他选择了责
任，所以他最后回到了战场上。责任
是多数美国人认可的，因而李安新片
也得到了观众认可。

尽管比利·林恩受到诸多质疑、误
解和不公平对待，但比利·林恩没有沉
沦，而是选择坚强面对，李安拍出了这
个普通士兵小小抉择中的崇高和伟
大，这就是李安一以贯之的艺术手法，
它使李安片中的小人物形象高大起
来，思想升华起来，但李安没有一次大
喊大叫，这才是电影导演中的高手。

以小见大李安最拿手
灯笼椒

《我不是潘金莲》北美上映
3天票房20万美元低于预期

本报讯 北美时间11月18日，冯小刚新
片《我不是潘金莲》在美国38家影院同时上映，
不过该片票房低于预期，前3天总票房才20.2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40万元）。

华语片在北美票房历来较低，上月底在北
美上映的《驴得水》，开映规模是20家影院，第
二周才放到24家影院，票房21万多美元；今年
2月，周星驰的《美人鱼》在美国35家影院上
映，首周末3天票房98万美元，平均每家影院
也就2.8万美元。 （钟新）

《芈月传》编剧署名纠纷案一审

蒋胜男败诉

本报讯 11月24日，东阳市乐视花儿影
视在京召开《芈月传》编剧署名纠纷案说明会，
导演郑晓龙、总编剧王小平等出席。

11月21日，蒋胜男诉王小平、东阳市乐视
花儿影视文化公司侵害编剧署名纠纷一案，在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宣布一审判决结果。一
审法院认为，王小平和乐视花儿影视不存在侵
权行为，判决驳回原告蒋胜男全部诉讼请求。

自2015年2月20日蒋胜男微博发文声称
起诉至一审结果宣布，持续一年多的《芈月传》
署名纠纷案终于一审结束。郑晓龙在案情说明
会上表示，终于还了剧组清白。 （大星）

昔日弟子恳求回归德云社
郭德纲：回来吧孩子，师父爱你！

本报讯 11月24日中午，德云社相声演
员韩鹤晓发布一条微博，称自己“细思从前之
事，尽已悔改”，疑似就之前擅离师门一事向郭
德纲道歉，并表达想回德云社北京总部的心愿。

随后，郭德纲转发了这条微博，并称：“我从
来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往事，就怀疑一个人的本
质。年轻莽撞，情有可原。回来吧孩子，师父爱
你！”同意昔日徒弟回归德云社。

韩鹤晓原为北京德云社鹤字科相声演员。
2009 年，韩鹤晓被郭德纲收为门下弟子。
2014年，韩鹤晓擅自从德云社出走，个人发展，
与郭德纲的师徒关系就此陷入僵局。

2016年6月，韩鹤晓在上海找到郭德纲主
动认错，得到郭德纲谅解，并于9月郭德纲清理
门户之际，在微博上发文答谢郭德纲，主动表忠
心，其名因而得以留在德云社家谱。 （钟新）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卫
小林）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衍生片
《神奇动物在哪里》，将于11月25日
在我省各大影城上映。记者今天从海
南院线业内获悉，由于该片在海外提
前上映，票房、口碑双丰收，因此，一股
新的魔法风潮已在哈利·波特之后再
度掀起。

据介绍，《神奇动物在哪里》北
美地区开画时间是11月18日，比我
国内地早一周时间，但它一上映就
来势汹汹，首个周末就击败了已经
连续两周位居榜首的迪士尼科幻大
片《奇异博士》，成为上周末北美票
房榜冠军。同样，该片在韩国上映
后，也以强大吸引力登上了票房冠

军位置，比亚军的票房高出了 7倍
之多。影片还未在我国上映，便在
影迷聚集的豆瓣网上被评出了 8.1
分，而且被评为“好于85%奇幻片”
和“好于86%冒险片”，可见影迷对
其相当期待。

记者了解到，《神奇动物在哪里》
是《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原著作者
J·K·罗琳编剧的第一部电影，而且
她计划要写出5部“神奇动物”系列
片。在这第一部新片中，她把故事场
景设定在了哈利·波特故事之前70
年的美国纽约，讲述一位与霍格沃茨
魔法学校有关的动物学家寻找和保
护神奇动物的冒险经历——魔法动
物学家纽特·斯卡曼德带着一个魔法

皮箱抵达纽约，里面保护着不少神奇
的魔法动物。只是一不留神，箱子里
的部分神奇动物阴差阳错地跑了出
来。本来打算在纽约短暂停留的纽
特，不得不和刚刚认识的三个小伙伴
蒂娜、雅各布和奎妮，在纽约展开一
场冒险之旅。照此庞大计划，J·K·
罗琳显然又要把影迷带进一个崭新
的魔法世界。

据悉，与《神奇动物在哪里》同时
上映的新片，还有好莱坞喜剧动画片
《海洋奇缘》，日本悬疑动画片《名侦探
柯南：纯黑的恶梦》，香港动作片《冲天
火》，内地爱情喜剧片《最萌身高差》，
惊悚恐怖片《怨灵地下室》，中美合拍
爱情片《夏威夷之恋》等。

哈利·波特衍生片再掀魔法风潮

《神奇动物在哪里》今日上映

2013年10月，挪威国家图书馆在
挪威北部诺尔兰郡拉纳市摩镇电影收
藏中发现已在中国失传的《盘丝洞》。
该片由上海影戏公司1927年摄制，于
1929 年1月在挪威首映，挪威片名叫

《蜘蛛精》。我国现存 1920 年代的国
产早期无声电影不超过10部。

据新华社上海 11 月 24 日电
（记者许晓青 白瀛）出品于1927年
的中国早期无声电影《盘丝洞》23日
晚在上海百美汇影城放映，揭开了全
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在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首轮放映活动。

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于今年
10月长春电影节期间宣告成立。这
一覆盖全国的“联盟”，由中国电影资
料馆联合华夏电影发行公司、万达电
影院线股份公司等共同发起，全国
100个电影厅纳入其中，以确保在每
日黄金档放映艺术电影，以适应和满
足中国电影市场分层化、创作多样
化、观众个性化的多元需求。

23日晚启动的“绝世风华：中国
早期珍宝电影展”，是全国艺术电影
放映联盟首次举办影展。即日起至
12月11日，上海百美汇影城静安嘉
里店和万达影城五角场店将放映9

部罕见的国宝级老电影，全部为中国
电影资料馆镇馆之宝。

中国电影资料馆有关负责人表
示，选择在上海启动全国艺术电影放
映联盟的首个影展活动，是考虑到上
海是中国艺术电影重镇，长期以来孕
育了一大批铁杆艺术电影迷。此次
放映的国宝级老电影，绝大部分在上
海摄制、上海出品，因此还具有“回乡
重映”的特别纪念意义。

23日晚的放映活动，由中国电
影资料馆史学研究室副主任李镇讲
解了《盘丝洞》电影胶片“失而复得”，
从挪威收藏机构重返祖国的故事。
该片导演但杜宇的海外后裔也来到
上海，与上海观众一同重温了这部经
过修复的“回归之作”。

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今后还
将在各地举办不同主题的影展，拓展
片源，增加中外艺术片放映数量。

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启动
89年前拍摄国宝级老电影《盘丝洞》首映

《盘丝洞》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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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北京时间
11月24日凌晨，在欧

冠联赛C组第5轮
小组赛中，西

甲豪门

巴塞罗那客场2：0轻取苏超劲旅凯尔
特人，积12分提前出线并锁定小组头
名。梅西梅开二度，俱乐部生涯洲际
比赛进球数达到100球。

梅西成为历史上首位为一家俱
乐部打进100粒洲际比赛进球的球
员。梅西的100个洲际比赛进球包
括92粒欧冠进球，3粒欧洲超级杯
进球与5粒世俱杯进球。119场洲
际比赛打进100球的效率异常惊人。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C罗的洲际
比赛进球数已经达到了99球，但前

一天出战里斯本竞技的葡萄牙人没
能取得进球，未突破百球大关。

梅西本赛季的欧冠进球数达到
9个，在射手榜上遥遥领先，第二名
卡瓦尼仅有5粒进球，老对手C罗只
打进2球。以梅西目前的状态，几乎
已提前锁定了本赛季欧冠金靴。

（小新）

■ 阿成

北京时间11月24日凌晨，欧冠
小组赛D组第5轮爆出冷门，拜仁客
场 2：3 不敌欧冠新军俄罗斯球队罗
斯托夫。虽然拜仁已提前出线，但此
战落败让他们无缘小组第一，在淘汰
赛抽签中处于不利位置。

这是拜仁短短几天内再次吞下
失败苦果，在上周末的德甲“国家德
比”中，他们0：1不敌宿敌多特蒙德，
并失去了曾经占据了 425 天的联赛
榜首位置。而此次欧冠再败，让拜仁
自2015年5月以来在正式比赛中首
次遭遇两连败。曾经不可撼动的德

甲巨无霸，如今被新军莱比锡队压住
一头；而在欧冠战线，拜仁不仅积分
被马竞远远抛离，还在小组赛中吃到
两场败仗，这是自2009-2010赛季以
来的第一次。这些年，拜仁一直被视
为与巴萨和皇马同处顶尖档次的球
队，但以目前的表现来看，他们比瓜
帅时期差了不少，更不能与三冠王的
全盛时期相比。这支拜仁已不配列
入顶尖级别。

拜仁变弱，本赛季上任的主教练
安切洛蒂脱不了干系，甚至要负主要
责任。安帅虽然战功赫赫，但也有执
教风格“软”的负面形象，而且他执教
的球队很少能持续一个赛季稳定发

挥。拜仁如今下滑，安帅免不了被口
诛笔伐。

但拜仁弱化，也有球员状态不
佳、球队阵容老化等原因，不能让安
帅负全责独背黑锅。目前这支拜仁，
除了诺伊尔把守的龙门还算稳当，其
他环节都存在问题。在进攻线上，拜
仁倚赖的“两翼齐飞”有点飞不动了，

“罗贝里”年龄老化伤病缠身，科斯塔
和科芒短暂闪光后归于平庸；穆勒进
球感觉的丢失似乎传染给同伴，莱万
的产量也下降，基米希门前捡漏的运
气看来也用光了。在后腰位置，两年
前人们就讨论龙哥老化的问题，现在
龙哥依然是绝对主力，而常常力有不

逮。过去11场比赛，拜仁只有1场没
有失球，看起来配置豪华的防线漏洞
也不小。在输给罗斯托夫一战中，有
两个失球与博阿滕滑倒直接相关，看
来这位后防支柱也不太牢靠了。

主力阵容老化，这两年引进的科
芒、基米希、桑谢斯等潜力股还担不
起重任，拜仁的阵容被形容为“养老
院+托儿所”。而建队模式和引援策
略，并非安切洛蒂主导，阵容老化和
青黄不接的现状，更不能由安帅背
锅。拜仁虽然财力雄厚，但坚持不参
与对球星的疯狂竞价，如今战绩下
滑，为了救急，是否该考虑动动钱袋
子购买当打的一线球星？

杰拉德宣布退役
或回利物浦辅佐克洛普

本报讯 北京时间11月24日，英国媒体《天
空体育》和BBC消息，前利物浦和英格兰队长杰
拉德在告别信中亲承挂靴，现年36岁的他将正
式告别职业足坛，结束长达18年的球员生涯。

利拉德将很快宣布下一阶段的职业。按
照英媒体普遍的看法，杰拉德将从事教练工
作，可能辅佐利物浦主帅克洛普或凯尔特人主
帅罗杰斯。 （小文）

省男足超级联赛再演“高校德比”

海师大主场“复仇”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林永成）海
南省男足超级联赛昨天进行第八轮的两场补
赛。海南师范大学队与海南大学队再次上演

“高校德比”，结果海师大队主场1：0获胜。另
一场比赛，三亚队主场1：3不敌万宁奔格内队。

海师大队和海大队是多年的老对手。在本
届联赛首回合比赛中，海大队在主场1：0小
胜。在11月15日进行的中国大学生校园足球
联赛海南赛区选拔赛超级组决赛中，海大队以
2：1力克海师大队，这是双方最近一次交锋。
此番再度相遇，海师大队斗志旺盛，欲借助主场
之利报了“一箭之仇”。比赛进行到第17分钟，
海师大队由37号吕家晟破门得分。此后双方
争夺激烈但各无建树。最终，海师大队在主场
1：0小胜。海师大队也凭这场胜利取得联赛4
连胜，排名升至第二位。

省健美健身比赛
本周末开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6年海南省全民
健身运动会健美健身比赛暨海南省健美健身公
开赛本周末（27日）在海口市海甸岛恒大美丽
沙音乐广场举办。

本次比赛设有健美、健身、男子健体和女子
健身比基尼4个大项，青年、成年、元老共23个
小项。省文体厅将在今年省锦标赛和本次比赛
获奖选手中选拔优秀选手，代表海南省参加
2016年全国健美健身冠军总决赛。

近年来，海南曾多次组队参加健美健身国际
及全国赛事，获得亚洲亚军和全国冠军等荣誉，
也培养了多名国家级运动健将和一、二级运动员。

本报讯 北京时间11月24日，金
州勇士队在主场149：106复仇洛杉
矶湖人，用一场大胜尽显实力。卫冕
冠军骑士也打出一场高得分，以137：
125大胜开拓者。东西部两强狂飙高
分，仿佛隔空较量。

面对本赛季曾赢过自己的湖
人，勇士打得格外卖力，三大攻击点
库里、杜兰特和汤普森都迅速进入

状态。随着三人在首节纷纷开火，
勇士早早建立起大比分优势，他们
带领全队进攻多点开花，半场结束
时勇士已拿到80分。全场149分的
得分，也创下了自 2010 年 3 月以
来，NBA无加时比赛的单场得分最
高纪录。库里全场得到31分，杜兰
特28分，汤普森26分，三巨头合力
砍下85分。

卫冕冠军骑士也火力全开，他们
半场狂砍81分，全场砍下137分。乐
福首节14投11中，其中三分球10投
8中，外加4罚4中的罚球，总共拿到
34分。34分创下了NBA历史上第
一节个人最高得分，排在单节个人得
分纪录的历史第二位，仅次于汤普森
创下的单节37分。

这种情形看起来就像东西部两

强在赛场上隔空比拼，他们要充分展
现自己的进攻火力有多么强。作为
上赛季总决赛的对手，骑士和勇士被
视为本赛季的夺冠热门。如今还只
是11月，他们已展现出高人一筹的实
力，常常用摧枯拉朽之势打垮对手。
根据赛程安排，勇士和骑士赛季的首
次遭遇将是圣诞大战，这势必将是一
场火爆大戏。 （小梅）

巴萨轻取凯尔特人锁定头名出线

梅西又创进球纪录

拜仁变弱，别让安帅独背锅大侃台

欧冠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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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西进球后庆祝。 新华社发

乐福（右）在比赛中投篮。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