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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Sports

北方电影集团《哭泣的大地》在津启动

肖凯:希望邀请到李安导演
制片人肖凯

编剧岸西

用商业视角
托起宏大背景

用普通人的故事
展现历史

从去年筹备伊始袁肖凯就透露
了邀请香港知名编剧岸西加盟的
信息遥 出道至今袁岸西曾为叶甜蜜
蜜曳叶男人四十曳叶月满轩尼诗曳等多
部人气影片担任编剧遥 她的加盟袁
既让人对影片的剧情有了更多期
待袁同时也难免让人担心以情感刻
画细腻见长的她袁能否驾驭叶哭泣
的大地曳这样的宏大题材遥 对此袁岸
西也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袁野这对我
不仅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袁更是一个
沉重的诱惑遥 冶她透露袁自己和这个
故事有着很深的缘分袁野记得我十
岁左右的时候袁邵氏拍过一部名叫
叶黑太阳院731曳的电影遥 那个时候袁
自己非常喜欢电影袁邵氏的片子一
部不落遥 可大人们却不让我看叶黑
太阳院731曳袁 他们说这个故事太可
怕了袁不是人世间的画面遥 这也成
了我多年来的遗憾遥 可到我老了袁
却有人找到我袁让我担任这样一个
故事的编剧遥 所以袁我毫不犹豫地
接受了袁决定一试遥 冶岸西承认袁自
己并不擅长写出太好的角色和太
坏的角色袁只擅长描绘普通人袁野但
我相信袁即便是经历过那段历史的
人袁也都普通人遥 因此袁我也希望用
一个普通人的故事来牵出整个历
史事件袁用他们的视角去表现大背
景下的故事遥 冶

从北京 到里 约 ，在 地 图 上 看
直线距离有1.2万公里，从东八区
到西三区有11小时时差，然而，对
于正在备战亚锦赛的中 国男 篮而
言，其实只 隔着一个冠军的距离。
随着第三阶段中欧热身赛的到
来，马力全开的国家队 正全 力驶
向里约奥运。

中国男篮
极速奔向里约
亚锦赛夺冠是唯一选择

制片人肖凯（左）、编剧岸西（右）共话
“大制作”

去年夏末，由我市北方电影集团与高新区二十一世纪威克共
同打造的战争爱情史诗巨制《哭泣的大地》首次曝出消息。如今，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影片终于迈入了开拍前的倒计时阶段。昨天
下午，这部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而创作的影片，在天津大礼堂举行了项目启动仪式，北方电
影集团相关负责人和制片人肖凯、编剧岸西一同出席。谈及该片，
“我们制作的不是‘中国版《×××》’，而是一部真
肖凯信心十足，
正能够在全世界形成影响力的华语经典。”

“盗”
出现象级
《盗墓笔记》
“胖爷”刘天佐因剧爆红

时报讯渊记者 王晶冤尽管开播以来遭
到各种各样的吐槽袁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超
强IP剧叶盗墓笔记曳的热度遥 除了杨洋尧李易
峰等当红偶像人气继续冲高外袁 这部网剧
也野盗冶出现象级袁不仅打破网剧免费周播
模式袁 其衍生真人秀节目更将逆袭卫视频

为了做好备战工作袁 在上赛季
CBA结束后袁 主教练宫鲁鸣就招兵
买马袁组建了一支以老带新尧以新为
主的年轻球队遥在高原集训之后袁中
国男篮先后完成了与美国明星联队
和立陶宛队的热身赛袁 接下来袁野宫
家军冶将于本月中旬与俄罗斯尧意大
利和爱尔兰队进行三场中欧对决遥
2015年男篮亚锦赛将于9月23
日在长沙开幕袁 留给东道主中国队
的时间不多了遥根据规则袁只有夺得
冠军的球队袁 才可以直通2016年里
约奥运会袁 亚军和季军都将参加奥
运落选赛袁面对欧美强敌袁亚洲球队
凶多吉少遥 对于上届亚锦赛仅获得
第五名的中国男篮而言袁 夺冠是唯
一的选择遥

内线成为最大杀器
近三十年来袁 国家男篮的核心
人物一直是内线球员袁 几乎每届国
家队袁 内线球员都承载着摧城拔寨
的重任和传承衣钵的使命遥 宫鲁鸣
麾下的这支年轻之师袁 纵然有许多
不足之处袁但由易建联尧王哲林尧周
琦和李慕豪组成的内线阵容还是带
给大家不小的惊喜袁尤其易建联袁在
野中立之战冶的三场比赛中袁他场均
21分袁 在攻防两端都表现出了极强
的战斗欲望袁可以说袁阿联是宫鲁鸣
手中的最大杀器遥
然而袁 在之 前 的 六 场 热身 赛
中袁 球队的进攻重心一直是内线袁
内线又主要依靠易建联袁在阿联不
在场上时袁内线仍是中国队的主攻
点袁却无法 做到流畅转移尧合理传
跑等遥 在接下来与欧洲球队的热身
赛中袁过分依赖阿联是球队亟待解
决的问题遥

后卫仍是最大短板
相比于身高尧 技术优势明显的
内线袁 后卫线却是中国男篮老生常
谈的一个问题了遥 在目前的 野宫家
军冶阵容中袁宫鲁鸣使用了一套野老
中青冶的阵容袁相较于野中冶和野青冶袁
35岁的老将刘炜临危受命袁 重新回
到国家队补强后卫线袁 这多少有点
令人惊讶袁不过袁受限于竞技状态袁
刘炜早已不是巅峰时期的那个小伙
子袁并没有带给球迷多少惊喜遥
同时袁 宫鲁鸣还在不断尝试新
的后卫组合袁但效果甚微遥 在野中立
之战冶中袁球队的三分球命中率仅为
27%袁如此低迷的状态袁不可能实现
多点开花的战术袁 年轻球员传接球
的视野尧方式袁以及经验尧意识等都
需要加强袁不过袁这真不是一两个月
就能解决的问题遥
时报记者 李雯

抗战尧爱情尧731细菌部队噎噎将
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袁 很多人都会
毫不犹豫地联想到一部大 投资 尧大
手笔的影片遥 对此袁肖凯也予以了认
同袁但与此同时袁他也表示不希望将
叶哭泣的大地曳拍摄成那种简单的商
业大片袁野我希望用商业片的思维尧
视角袁 来烘托出一部有着宏大背景
的大片遥 冶
野所谓的大片袁 一种是 叶变形金
刚曳那样纯粹的商业片袁一种是叶辛德
勒名单曳那样有着深厚底蕴的商业类
型片遥第一种类型袁显然并不适合叶哭
泣的大地曳遥 冶与此同时袁肖凯也觉得
不能单纯地去模仿国外的经典作品袁
野我们不是要拍一部中国的 叶辛德勒
名单曳或叶乱世佳人曳袁我们是要做出
一部真正属于中国的尧能够被全世界
观众所认同的华语史诗作品遥 冶
对于导演和演员的选择袁 肖凯
也有了初步想法遥 他透露自己如今
最心仪的导演人选是李安袁野我非常
希望能够邀请到他袁如果成行袁这不
仅是这部作品的荣幸袁 也是所有观
众的荣幸遥 冶演员方面袁他表示如今
已进入选角阶段袁野内地和港台的演
员袁以及日韩明星都在接洽范围内袁
阵容应该不会输于我们的上一部作
品叶全民目击曳遥 冶
时报记者 王淞

道上星开播袁剧中饰演野王胖子冶的演员刘
天佐昨天也接受记者采访袁

爱奇艺

付费上线

网络剧叶盗墓笔记曳目前在爱奇艺上更
新到第5集袁此前一周一集一直是网络剧向
来的主要播出节奏袁 而免费看网剧更是行
业规则遥 但叶盗墓笔记曳的出现改变了这个
传统格局袁 爱奇艺日前宣布其VIP会员将
一次性上线全季12集袁 这也避免了每周追
剧的等待遥 此前视频网站曾多次试水付费
会员观看袁 但往往雷声大雨点小遥 但面对
野超级IP冶叶盗墓笔记曳袁 记者从爱奇艺获得
官方数据袁VIP剧集上线五分钟内瞬时播
放请求1.6亿次袁 爱奇艺视频App登上App
商店免费榜第一袁 当天爱奇艺会员系统直
接被网友玩坏袁 甚至出现了登陆异常及无
法正常点播的情况遥 叶盗墓笔记曳以数据印
证了在中国袁 用户为优质内容付费的视频
会员服务确实大有可为遥

“胖爷”刘天佐爆红
叶盗墓笔记曳 中卡司阵容人气极高袁而

饰演野胖爷冶的演员刘天佐也因剧爆红袁他
与佟大为主演的叶我的宝贝曳正在江苏卫视
热播中袁盗墓与育儿袁两个反差极大的角色
被刘天佐演得相当老练袁 昨天他也接受本
报专访遥
野胖爷冶的幽默霸道是叶盗墓笔记曳的一
大看点袁刘天佐也透露袁为了避免对角色
有先入为主的印象袁 他之前并未看原著袁
而剧本也给了他很大的发挥空间遥比如剧
中很搞笑的片段袁跟蒙古人说蒙语就是刘
天佐临时瞎编的袁 根本不是正经蒙语曰而
野胖爷冶 撞墙竟然是真撞墙袁 虽然抠掉了
水泥袁但由于墙体依然坚固袁刘天佐撞后
还真一下没缓过神袁没想到竟成就了意外
的野笑果冶遥 而比起野盗墓冶中的虎背熊腰袁
刘天佐在 叶我的宝贝曳 中似乎瘦了不少袁
他也调侃自己野200多斤在天上飞袁之前确
实有减重冶袁 似乎胖子比较容易演憨厚好
人 袁而 叶我的 宝贝曳中 刘天 佐 也 是 个 贴 心
暖男袁对此他也欣然接受并笑称自己生活
中属于特别会考虑别人感受的男生遥 野这
就是我女人缘为啥这么好的原因啦浴 冶刘
天佐说道遥

津产影片依托大数据定制
张雨绮霍建华陷《情敌蜜月》
时报讯 (记者 王淞) 由我市中外名人鼎恒影业
出品袁韩国野浪漫爱情教父冶郭在容监制袁张林子执
导袁张雨绮尧权相佑尧霍建华等人主演的浪漫爱情喜
剧叶情敌蜜月曳将于近日登陆内地院线遥 作为国内首
部野大数据定制冶浪漫爱情喜剧袁该片四位主演利用
数据分析爱情袁在寻找真爱的过程中袁发生了一系列
剪不断理还乱的爆笑爱情故事遥
叶情敌蜜月曳延续了野美人尧美景尧心动冶郭在容经
典浪漫爱情片三要素袁与此同时借助大数据定位袁导
演张林子还为加入了很多本土化的喜剧桥段改造袁
野郭导的电影对我影响很深袁片中很多场景都是向郭
导经典的爱情片致敬遥 冶而对于这位新人导演袁郭在
容很是认可院野虽然是新人袁 但张林子出色地完成了
这部作品袁相信叶情敌蜜月曳会像叶我的野蛮女友曳一
样受到观众的喜欢遥 冶

“好声音”
周杰伦抢镜

时报讯渊记者 王晶冤浙江卫视第四季叶中国好声
音曳即将开播袁这档进入第四年的节目新意何在袁卖
点在哪也最受外界关注遥尽管此前曾有汪峰野半壁江
山冶之说袁以及与周杰伦争中间导师位的新闻流出袁
但从节目的录制情况来看袁 新任导师周杰伦无疑是
第四季最亮眼的所在遥 周董会否为好声音创作一首
新歌钥 答案是四位导师将在开场秀上分别演唱其他
导师的作品遥 不过周杰伦演唱那英叶默曳的时候也加
入了钢琴弹唱与即兴RAP袁 这也是周杰伦在 野好声
音冶的首次开嗓遥 灿星制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袁第
一次与周杰伦合作袁 他的认真给工作人员留下深刻
印象院彩排过程中对每个音尧每个节奏的细节都力求
完美袁 调音过程中也反复与调音师确定钢琴的声音
不会盖过人声袁几乎把开场秀当成演唱会来操作遥

天津取景 电影《师父》将映
廖凡：重塑功夫片的作品
时报讯(记者 王淞) 由著名作家尧导演尧编剧徐
皓峰执导袁在我市取景拍摄的野新派武侠冶电影叶师
父曳已进入上映倒计时阶段遥 该片改编自徐皓峰的同
名中篇小说袁由廖凡尧宋佳尧蒋雯丽尧金士杰尧黄觉等
人主演遥 近日袁廖凡接受采访首次透露了自己对于影
片的看法袁野这是一部重塑功夫片的作品袁 它保存了
一整个时代的武林记忆遥 冶
叶师父曳是廖凡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后接拍
的首部电影袁也是他首次接演功夫电影遥 野这部影片从
情感的表述袁到手法和内涵袁都算得上是一次尝试和突
破遥 徐皓峰对于动作戏的处理袁一改以往快速剪辑的风
格袁转为写实主义路线遥 冶廖凡坦言袁叶师父曳的整体感觉
非常独特袁野在这个已经逝去的武林中袁他们所讲究的尧
遵守的规则都已完全被改变了袁 他们那一代人只是一
个消亡的部分袁叶师父曳保存了一整个时代的记忆遥 冶

“90后”
的情景喜剧
《淑女涩男》新人挑大梁

津门女足四将世界杯凯旋
时报讯渊记者 宋鑫鑫冤2015年女足世界
杯昨日结束决赛争夺袁 美国队以5颐2大胜日
本队夺冠遥 本届杯赛中国女足表现相当出
色袁阵中四名天津运动员王珊珊尧韩鹏尧李冬

娜和任桂辛作为绝对主力为中国队勇闯8强
作出了重要贡献遥 昨日袁天津市体育局在天
津女子足训练基地要要
要天津城建大学举行
欢迎参加女足世界杯天津运动员凯旋仪式袁

热烈欢迎刚刚从世界杯赛场归来的天津女
足姑娘们袁在欢迎仪式上袁王珊珊尧韩鹏尧李
冬娜和任桂辛分别被授予 野津门足坛精英冶
和野三八红旗手冶称号遥

专访津门国脚王珊珊

“机会要靠自己把握”
时报讯渊记者 宋鑫鑫 冤个子不高袁看
起来甚至有些柔弱袁身上那件足球训练服
是她区别于邻家姑娘的标志袁 她是王珊
珊袁一个包办了中国女足2015年世界杯半
数进球的津门运动员遥 昨日袁王珊珊在接
受本报记者专访袁回顾2015年世界杯之旅
时说院野机会是要靠自己寻找和把握的遥 冶

不会踢后卫的球员不是好前锋
小组赛末战新西兰打入反超比分的
一球为中国队晋级16强立下大功袁1/8决
赛打进关键进球帮助中国队淘汰喀麦隆
杀入8强袁2015年女足世界杯王珊珊的两
粒进球个个精彩袁个个关键袁当球迷在电
视机前为王珊珊叫好的时候袁很多人不知
道的是袁她是在世界杯开赛前一个多月才
由后卫改踢的前锋遥 野我在国家队一直打
中后卫袁 世界杯前郝伟指导给我改了位
置遥 冶王珊珊说袁打前锋不怕袁因为在天津
队自己的位置就是前锋袁2014赛季曾以38
粒进球荣膺赛季最佳射手袁唯一担心的就

是自己改踢前锋的时间太短了袁怕和国家
队队友磨合不好遥 事实上袁世界杯赛前两
场球王珊珊发挥还可以袁尽职尽责完成了
自己的佯攻任务袁 但她总感觉脚下缺点
啥袁与新西兰一战抓住有限的机会攻入一
球后袁王珊珊想通了袁之前自己缺的是进
球感觉遥野后面是一场比一场踢得好了袁我
慢慢找到了感觉袁在做好中前场衔接工作
的同时也发挥出了自己的特点袁机会是要
靠自己寻找和把握的遥 冶王珊珊说遥

不懂得感恩的球员不是好女儿
当世界杯的大幕落下袁 再来回顾那
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时袁 王珊珊说院
野踢了那么多场球袁这届世界杯给我留下
了很多美好的回忆袁 不管是顺境还是逆
境袁 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一步一步走过
去袁这是我最难忘的遥 冶同时袁王珊珊还提
到了自己的家人袁野我的父母很喜欢看我
踢球袁是他们的支持让我走到了现在袁我
要感谢他们遥 冶

时报讯渊记者 王晶冤如果说叶爱情公寓曳系列剧
是陪伴80后成长的情景喜剧袁那么最近开播的叶淑女
涩男曳从策划阶段就瞄准90后与网友观众遥 这部由何
念导演袁春晚著名编剧束焕携手汪远编剧袁以野不靠
谱青年冶 创业记为主线的故事在安徽卫视和乐视超
级电视开播以来话题不断袁与当初叶爱情公寓曳系列
相同袁该剧也完全启用新人袁打造新一轮造星计划遥

新人挑大梁 没有偶像包袱
叶淑女涩男曳的几位主演谢帅尧李梓溪尧张骁晗都
是科班表演系出身袁 但作为新人大多只是在一些话
剧尧电视剧作品中有过客串袁此次挑大梁出演还是第
一次遥 而以导演话剧著称的何念也一手打造了这种
全新人阵容院不仅年轻帅气袁而且豁得出去袁还没有
偶像包袱遥 虽然演员们并没有太多知名度袁但何念也
透露袁不少剧中演员都曾出演过他导演的话剧袁在话
剧舞台上磨炼了演技遥 而在乐视超级电视网友看来袁
演员们清新的表演虽然仍有些生涩袁 但符合剧中人
物的搞笑设定袁并无违和感遥

话题为王 文本创作学习美剧
作为一部情景喜剧袁 该剧强调了其话题性与标
签度袁 而春晚热门编剧束焕的加盟更让这部剧的搞
笑程度有了保证袁 这些躁动着青春荷尔蒙的年轻人
们在创业过程中有梦想和冲劲袁也伴随荒诞与离奇遥
而恰恰是每个人物身上的缺陷帮助他们形成了自己
独一无二的性格标签袁比如野马浮云冶的社交障碍尧
野杨豆豆冶的拖延症尧野安敏冶的强迫症都是如今现象
级的心理状态遥 而与国际上情景喜剧更加接轨的是袁
美式喜剧叙事风格的大胆引用袁 何念接受记者采访
时也透露袁 原来的国产情景喜剧通常是单集两条故
事线袁但叶淑女涩男曳则又加入了半条喜剧线袁在文本
上更加接近当下美剧的写作手法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