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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口一天跑了7家影城宣传新片

明道谈电影《绑架者》趣事

■ 冯巍

本人一直为国产电影打气，看了好莱坞大
片《金刚：骷髅岛》，赶紧又看国产片《欢乐喜剧
人》，两部片都是3月24日同步上映，但票房却
天壤之别：前者6亿元，后者6000万元，不是观
众不爱国产片，而是粗制滥造害了综艺电影。

扳着手指头算，综艺电影登上大银幕也就
三年时间。但作为我国影坛一个特殊片种，综
艺电影来得快滑坡也快。从2014年春节档《爸
爸去哪儿》狂收6.97亿元票房后，次年的续集只
卖了 2.23 亿元，2016 年的《极限挑战》只收获
1.26亿元，到了今年的《欢乐喜剧人》，票房恐怕
已难攀上亿元大关了。

综艺电影缘何难成气候？原因很简单，一
直粗制滥造，终于快把自己作死了。看一看《欢
乐喜剧人》，从开拍到定档，仅仅耗时4个月，这
在别的剧组，恐怕连置一场外景的时间都不够，
此其一；其二，质量低下到竟然有段落出现声画
不同步、剪辑错位的状况，太丢人现眼；其三，剧
情太薄弱，演技更拙劣，一帮人莫名其妙到澳
门，编出个绑架还是假的，各种巧合毫无理由，
表演更拙劣到不如电视综艺节目自然，观众很
难真心喜欢。如果不是郭德纲和小岳岳尚具吸
引力，恐怕票房更惨。

说到底，综艺电影的新鲜感早被低质量打
败，如此粗制滥造，迟早是要遭到影迷唾弃的。

粗制滥造害了综艺电影

灯笼椒

本报讯 日前，洛杉矶高等法院
一名法官判定，支持好莱坞男星布鲁
斯·威利斯追索片方590万美元余款
案胜诉。

此前，布鲁斯·威利斯曾签约主
演一部名为《觉醒》的电影，讲述一位
众叛亲离的男子，努力尝试跟家人重
建联系的故事。该片制作成本2500
万美元，将在格鲁吉亚拍摄，布鲁斯·
威利斯获得 700 万美元片酬以及
10%的后期利润分成。

布鲁斯·威利斯的经纪公司
CAA与片方签署了一项托管协议，
协议规定，片方需在几个特定节点

将片酬款项存入托管账户，但最终
只有300万美元进入托管账户。但
对于这部电影，布鲁斯·威利斯已经
进行了很多前期准备工作，包括阅
读社会学书籍，同时还说服本·金斯
利加盟该片。

2015年2月16日，《觉醒》正式开
拍。但后来片方遇到融资难，没有足
够资金来支付该片工作人员。美国导
演工会表示，该片工作人员无法继续
工作，因此这部电影也被永久冻结。

随后，布鲁斯·威利斯提出仲裁
请求，称片方违反合同，并涉及欺诈、
疏忽等问题。2016年4月，仲裁员拒

绝了布鲁斯·威利斯的请求。该仲裁
员表示，尽管片方公司在制作和投资
电影方面有着10年经验，而且他们
的决策也都明智，然而电影行业非常
具有挑战性，甚至是无情的，公司无
法融到更多资金，且有证据表明公司
一直都在尽力争取融资，所以拒绝布
鲁斯·威利斯的仲裁请求。

随后，布鲁斯·威利斯前往洛杉
矶高等法院，请求法院撤销这一裁
决。最终，布鲁斯·威利斯胜诉。法
官不但撤销了这一裁决，而且还要求
片方公司负责案件的律师费和其他
诉讼费用。 （嘟嘟）

电影开拍后资金不够导致无法继续工作

布鲁斯·威利斯追索余款案胜诉

全国第四届草书展开展

据新华社长沙3月29日电（记者周楠）29
日在湖南永州举办的全国第四届草书展上，共
收到海内外书法作品1万多件，最终评出参展
作品221件。此外，还邀请展出全国草书名家
作品127件及永州当地书法家35件草书作品，
吸引了众多书法爱好者不远千里赶来观摩。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在草书展上表
示，随着电脑和智能手机加快普及，书法的传承
遭受了很大冲击，必须加强对书法的宣传推广，
大力推动书法进课堂。

永州市是我国书法之乡，是唐代草书大家
怀素和清代书法大家何绍基故里，书法文化源
远流长。

同时举行的首届怀素草书学术论坛上，来
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围绕入选19篇论文进行交
流，对怀素生平、草书艺术特色等进行了研讨。

故宫新增5万多件
“有户口”藏品
据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白

瀛 何欣禹）故宫博物院经过三年藏品
清理，增加了55132件登记藏品，涉及
乾隆御稿、尺牍、甲骨、陶瓷等种类文
物、标本。这些新“上户口”藏品已于
3月15日起在延禧宫展览。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2004
年至2010年，故宫博物院完成了第五
次、也是建院以来最彻底的一次藏品
清理，当时登记在册藏品总数量为
1807558件（套）。在此基础上又开展
了“三年藏品清理”，截至2016年12月
31日，故宫博物院藏品总数由2010年
12月的1807558件升至1862690件。

3月15日至4月15日在延禧宫
推出“故宫博物院藏品三年清理核对
成果展”，同时出版了配套图录。

影视明星明道今天出现在海口，
用一天时间跑了海口中
影、万达、中视、金逸、
星轶等7家影城，为

自己主演的新
电影《绑架者》
在海口这 7 家
影城的点映做
宣传。在与影

迷互动和媒体采访
等环节，明道讲述了
自己拍《绑架者》时

发生在片场的
诸多趣事。

明道说，《绑架者》是才女导演徐
静蕾执导的第一部动作电影，他自己
也是第一次演动作片，而且还是饰演
警察，他很喜欢。“得到这个角色很偶
然，”明道说，“当时正巧碰到老徐（徐
静蕾爱称），她说最近正在筹备一部
动作戏，感觉我适合其中一个角色，
我问有谁演，她说有白百何、黄立行，
就冲着这两个人，我马上就答应了。”

对于自己在片中扮演的重案组
组长陆然，明道说这个人物是一个比
较孤独的人。为了演好这个自己向
往已久的警察，他提前两个月进组锻
炼身体，黄立行更早，要早于他四五
个月。两人后来就一直练各种打斗
动作，尤其注重练翻滚，因为这样可
以在不慎时保护自己。

虽说已经很注重拍摄过程中的
自我保护，但明道还是在拍一场戏

时，被维亚提前拉到空中，头部重重
撞到了楼顶，当时自己也被撞蒙
了。“老徐伸出两根手指问我是几，
我当然知道，但我肯定不会回答她；
包括保险公司等所有人都围上来，
问要不要紧，又要我去医院，我认为
没事，就坚持把戏拍完了，结果晚上
收工后还是被拉去医院检查，幸好
无大碍。”明道说。

说到拍片中最艰苦的戏份，明道
说那肯定要数影片一开头一大段
了。“这段戏把跑酷、巴西柔术等多种
动作都糅为一体，导演当然是想让我
有一个漂亮的亮相，大家现在看到这
些好像很酷很爽，可当时拍摄时真是
累坏了，太辛苦了！”明道是那种发自
内心的诉苦。

谈到徐静蕾第一次导动作戏，自
己也是第一次演动作戏，作为一个男

星对女导演有何感触时，明道说：“说
真的，老徐还真是一个刚柔相济的导
演。”有记者不解如何“刚”法？“刚，体
现在白天在片场，她是说一不二，果断
果敢；”明道解释说，“但到了收工后，
她又露出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温柔来。”

记者蹲在明道面前，发现他真是
一个开朗、率真、果断的男星，既无明
星架子，又特别直爽。他一来到采访
厅，可能是跑累了，一屁股坐到沙发
上，便说“来吧”，顺手抓起一把话筒，
你一言我一语地像老朋友聊家常般
开始采访，最后看大家问完了，他又
说“那就这样？”很是阳光。

明道提醒影迷们，《绑架者》今天
只是点映，3月31日才正式在海南各
大院线公映。

本报记者 卫小林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

明道在海
口接受采访

本报记者
卫小林 摄

布鲁斯·威利斯经常在电影中演硬汉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记者王
黎刚）为期7天的第13届全运会乒乓
球资格赛今天在辽宁鞍山奥体中心
落幕。经过附加赛较量，今年21岁
的海南队罗铮以4：2胜介健伟，获得
全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比赛的入场
券。这是海南建省后，乒乓球队获得
的第一张全运会入场券。赛后，罗铮
兴奋地说，能夺得海南乒乓球队史上
的第一张全运会入场券，我非常高
兴，我要给自己点一个大赞。

罗铮的全运会入场券之争充满
了艰难。首轮轮空后，罗铮分别以
4：0、4：1胜青海队的刘霖和山东队

的曹金泽，进入第4轮。在第4轮的
比赛中，他对阵国家队选手王楚钦。
王楚钦的正手攻击力很强，开赛后，
罗铮连输3局。最终，罗铮以1：4不
敌对手无缘直接获得全运会入场
券。在入场券附加赛争夺中，罗铮对
阵介健伟。首局比赛罗铮打得有些
拘谨，失误较多，以0：1落后对手。
此后，罗铮稳住阵脚，积极主动抢攻，
最终以4：2的比分逆转对手，赢得了
全运会入场券。罗铮说：“自己最后一
场确实打得不错，破釜沉舟，打出了技
战术水平，希望全运会能取得更好的
成绩，为海南队争取更大的荣誉。”

罗铮两年前加盟海南队，在国
内比赛中战绩不错。2016年，他成
为国家乒乓球正定训练基地中国甲
A联赛队员。

罗铮赢得的这张全运会乒乓球
决赛入场券，让教练李蒙欣慰不
已。李蒙说，海南乒乓球队组建仅
两年，虽然水平有限，但在本次比赛
中的表现值得称道。罗铮的入场券
对海南乒乓球项目、乒乓球队来说
都是一件大喜事儿。海南乒乓球队
的进步离不开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
院师生的支持 ，没有他们的帮助，
不会有今天的成绩。

海南乒乓球队首获全运会入场券
男单球手罗铮：给自己点个赞

2017 年天津全运会足球预
赛（U18）的比赛下月 14 日在广
州开赛。首次派队参赛的海南队
正在海口抓紧最后的时间训练。
对于“新兵蛋子”海南队来说，能
组队参加全运会预赛就是成功，
至于成绩，球队并不在意，但海南
队一定会踢出自己的技战术水
平，展示海南青少年足球选手的
风采。

海南队是不折不扣的“学生
军”，共有23名球员参赛。其中，海
口灵山中学和海口四中是输送大
户，分别有8人和7人入选，海师大
附中和海南中学各有2人入选，澄

迈思源学校有1人入选，剩余3人
来自河南。

根据赛程安排，海南队将在4
月14日首战东道主广东队。4月
18日，海南队将与陕西队进行第
二场比赛，4月 21日将迎来第三
个对手上海队，4月 23日将对阵
小组最后一个对手香港队。比赛
地点均为广州黄埔体育中心球
场。本次全运会预赛为小组头名
直接出线。6个小组第二将进行
附加赛，争夺一个出线名额。海
南队同组的3个对手实力非常强
劲，陕西队是2016年全国17岁年
龄组锦标赛的冠军，上海队则是

中超球队上港队的梯队，该队网
罗国内青少年精英，旨在小组头
名。东道主广东队更是坐镇主
场，力抢入场券。“正常情况下，海
南队很难小组出线，毕竟我们才
组队两年时间。”海南队教练吕正
天说。

为了备战2017年天津全运会
足球预赛，2015年9月，海南成立
了16岁年龄组足球队。海南队聘
请了西班牙甲级毕尔巴鄂队青少
年队的主教练西班牙人安东尼来
琼执教。毕尔巴鄂队的青训体系
在西班牙乃至全欧洲都非常有名，
该队擅长发掘和培养青少年球员，

他们培养出的多名球员这些年先
后奋战在各国联赛上。经过安东
尼一年多的调教，海南队的实力比
建队初期有了很大的进步。此前，
我省的球员均是“业余脚”，大都踢
中学生的比赛。安东尼和他的西
班牙团队给球员们灌输了较为专
业的技战术意识。不过，和外省其
他强队相比，海南队的实力还是差
了一截。省足协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省组建U18队并参加全运会预
赛的目的就在于表明我们抓青训
的决心。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

我省下月举行
人机扑克表演赛

本报金江3月29日电（记者程范淦）人工智
能与中国顶尖牌手巅峰对决，谁会是赢家？记者
今天从省有关部门获悉，4月6日至10日，曾在美
国匹兹堡对战4名人类顶尖职业扑克玩家并大获
全胜的“冷扑大师（Libratus扑克机器人）”将与

“中国龙之队”在海南生态软件园举行一场精彩绝
伦的扑克大赛，一决高下，这也是在亚洲首度举办
的人工智能与真人对打的扑克赛事。

据了解，“冷扑大师VS中国龙之队”巅峰
表演赛由创新工场CEO暨创新工场人工智能
工程院院长李开复博士发起，海南生态软件园、
创新工场联合主办。比赛期间，中国龙之队六
位牌手将进行每天上下午两场共10小时的人
机对战，每人同时打两手牌，而“冷扑大师”将由
美国匹兹堡超级计算机中心远程调度运算资
源，和真人牌手进行实时12手牌同步对战。

据悉，“冷扑大师”是由卡内基梅隆大学
Tuomas Sandholm 教 授 和 博 士 生 Noam
Brown所开发的一个玩无限德州扑克的人工
智能程序。“冷扑大师”的策略基于在匹兹堡超
级计算机中心大约1500万核心小时的计算，它
使用算法分析德州扑克规则，解决AlphaGo也
无法处理的不完美信息，从而建立自己的策略，
而且它能够在比赛中，通过预测所有未来步骤
的胜率来思考自己的下一步。

中国“龙之队”则由六位华人顶尖扑克选手
组成。队长杜悦现任常春藤资本基金合伙人，
曾在2016年的世界德州扑克大赛WSOP的无
限注德州扑克赛事中斩获冠军，获得了“金手
链”的殊荣。

关注海南竞技体育

海南U18备战全运会足球预赛
力争在下月开始的比赛中踢出水平

郎平任女排总教练
据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中国女排29日

公布了最新一期集训名单。在新一期国家队当
中，郎平将担任总教练，安家杰任执行教练。

在新一期的集训名单中，里约奥运周期的女
排队长惠若琪不在名单当中，此外魏秋月和曾春
蕾等名将也未能入选。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
管理中心主任李全强分析说：“我觉得可能是现在
要着眼于东京奥运会周期，锻炼新人为主。”

在入选新一期集训名单的25名球员中，朱
婷、张常宁、袁心玥等年轻的国手榜上有名。已
经升任排管中心副主任的赖亚文身兼三职，还
同时担任中国女排领队和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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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队外教安东尼（中）在指挥训练。
小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