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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超执导的文艺片《长江图》曾获得第 66 届柏林国
际电影节“杰出艺术贡献银熊奖(摄影)”。据制片方透
露，因为《长江图》影片结构的创新以及影像方面的出色
表现受到海外发行公司及电影节的认可，已经准备资料
送选奥斯卡角逐最佳外语片。目前资料已送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审批。

不过，9月8日即将全国上映的《长江图》与柏林电影
节获奖版本相比，旁白减少三分之二，4K 版本对颜色也
做了很大调整。国内上映版本与即将送审奥斯卡大奖的
为同一版本。

对于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的区别，导演杨超表示，看
艺术电影是谈恋爱的感受，看商业片更像满足生理刺
激。每年合格的国产艺术电影不足10部。杨超表示，喜
欢艺术电影的观众观影需要更多情感投入。提及艺术电
影的市场现状，制片人王彧认为，电影产业发展到一定规
模，当影院数和银幕数达到一定量的时候会出现艺术电
影生存空间的“拐点”。相对只有一两周生命周期的商业
片来说，艺术电影更具多维度生命力，有全球的市场，在
海外有长久的上映周期。

另外，王彧还透露，为了让大家更好地在影院观看
4K 版《长江图》，制片方没有卖掉电影的网络版权。据
悉，《长江图》10月初将于美国上线。 丁克

《长江图》欲申报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8 月 30 日，相声演员郭德纲
公布了德云社最新家谱，他曾经
的徒弟何云伟、曹云金并不在列，
被郭德纲除名。9 月 4 日，曹云金
发微博疑似回应除名事件，指郭
德纲是在“栽赃陷害”，并使用了

“赶尽杀绝”、“置我们于死地”等
字眼。就在 9 月 5 日中午，曹云金
再发 6000 余字长文正面细述自
己和郭德纲的种种过往，同时表
示“是时候了，也该做个了结了”。

近年来，关于郭德纲、曹云金
这对师徒之间的恩恩怨怨一直不
绝于耳，牵涉事件众多，二人也都
曾在不同场合就分道扬镳之事发
表过相关言论，但很多话并未挑
明，让人看得云里雾里。郭德纲近
日晒出德云社最新家谱，正式除
名曹云金。5 日，曹云金突然发长
文回应他和郭德纲之间诸多争议
事件，直言“我最清楚你那些见不
得光的往事”。

撺掇大家骗徒弟学费

曹云金在文章一开始指出，早
在2002年时，他便赴京投于郭德
纲门下学习相声技艺，但除了学费
昂贵外，也并无正规学堂教舍，只
是住在郭德纲家中。此外，仅学习
了一年，自己突然被郭德纲赶出家
门，十分狼狈。半年之后，因郭德纲
搬家负担不起新房房租，便重新找
回曹云金分摊租金，但没过多久，
郭因琐事不悦，再次将曹赶出家
门。此外，在拜师之初，曹云金、何
云伟曾交3000元拜师费，但再到
潘云侠拜师时，郭德纲却让曹、何
二人统一口径，告其收费5000元，
旨在“多赚钱”。

勒令曹云金央视退赛

2006年，参加了CCTV相声
大赛且进入了决赛的曹云金突然
宣布退赛，曾引发不小争议。曹云
金在这篇文章中也作解释，称当
初是师父郭德纲在决赛前一天突

然让他退赛，且表示“没有为什么，
我让你退，你就得退。”师爷侯耀文
认为该行为不负责任，急致电二人，
但郭德纲不接电话，而曹云金又必
须听从师父的话。最终不仅惹得侯
耀文气急摔电话，大嚷“要造反”，亦

“惹毛”了央视。

让曹云金拍戏不给片酬

郭德纲曾多次表示从未在钱上
亏待过徒弟。但在此文中，曹云金直
指2007年拍摄《窦天宝传奇》、2008
年拍《三笑才子佳人》，郭德纲一分
钱都没给过他。而在这两年里，为了

“活着”，拍戏没拿到钱的曹云金只
得疯狂赶演出，但算下各种路费，加
之不管吃不管住，大多时候也只是
赔着钱赚机会而已。

骂相声圈骂春晚骂记者

曹云金文中指，开骂也是郭德
纲的一贯作风。郭德纲不仅骂所有
离开他发展的人（何云伟、李菁、徐
德亮、王文林）等，亦骂其授业恩师
杨志刚，又接连把李金斗、姜昆、冯
巩等相声界人士骂遍。尤其骂姜昆
的时候，郭德纲更强制要求全团队
人都要开骂，否则“以后没演出排给

你，别想挣钱”。而郭德纲小舅子王
俣钦曾著的《钦口说，我眼中的德云
社》一书，在曹云金看来也是在“肆
意污蔑离开的所有人”是“恶意造
谣”，曹云金更痛心于张文顺的创始
人身份都在这本书里被矢口否认。
除了针对个人开骂，曹云金称，相声
大赛、央视春晚、315 晚会等也都被
郭德纲骂过，他喜逞口舌之快。直到
因给离世的北京台台长王晓东写打
油诗，触碰大家情感底线之后，郭德
纲才收敛、低调了好一阵。

禁演曹云金诉其背弃师门

2010年，郭德纲对外宣称一些
徒弟在他危难时刻离去，背弃了他，
且在 2012 年时对媒体放话“曹云
金，我没法评价，他走了 3 年，我没
有收到过任何一个短信，也没见过
人。”对此，曹云金表示，自己之前从
未有过离开想法，只是对德云社合
同的条约有疑虑，在得到郭德纲允
许情况下，暂不签约，郭德纲同时对
他承诺：“任何时候，任何一家剧场，
你都可以演出，这是你的特权。”但
到了 2010 年 10 月，郭德纲突然禁
演曹云金，且拒绝沟通，曹云金才意
识到是不签约的行为导致自己可能
已经被赶出社。之后几年，曹云金在
过年过节也都会给郭德纲夫妇发送
问候信息且一直在寻求各种沟通机
会，但无果。曹云金文中写到，“是你

（郭德纲）硬生生把我亲手推出了门
外。”

借助舆论力量“背后捅刀”

曹云金认为，郭德纲之所以多
次在各种场合或明或暗提起“背弃
师门”之事，是因为“我们不再给你
赚钱了，所以你就恨我们，骂我们”，
他这是在试图“掌控话语权，用舆论
压倒我”，在曹云金看来，这反倒是
郭德纲欲“置其于死地”。

生活中设置难题
曹云金演出受阻

曹云金还在文中披露，因郭德
纲的缘故，自己许多演出、推广也进
行得不顺利。如2010年曹云金开办
的个人专场，因郭德纲跟场馆人打
了招呼，导致演出受阻；2011 年曹
云金在北展办演出，郭德纲暗中阻
止舞美团队装台；2013 年天津春
晚，郭德纲也和导演组打招呼“有我
没他，有他没我”，这一切让曹云金
十分心寒。

文章最后，曹云金也了断道：你
的江湖险恶，但我的世界阳光，道不
同不相为谋，如此，人生长路漫漫，确
实不必再见。 据新浪娱乐

直斥:你的江湖险恶，我的世界阳光

曹云金历数郭德纲七宗罪

3 日，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汉
剧《红色娘子军》亮相常州，这也是今年“文化 100”期间
常州大剧院惠民活动的第一项，大剧院联合市妇联共同
邀请全市120组“最美家庭”共计800位市民到场观演。

汉剧是极具地域文化特色的优秀地方剧种，已被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汉剧传统剧目800
余出，常演剧目也有 400 余出，其经典剧目《宇宙锋》《柜
中缘》《二度梅》等更是脍炙人口。 吴蕾 陈荣春 文/摄

汉剧《红色娘子军》

影帝梁朝伟多年没有演出喜剧，最近他接下马楚成
执导的“攻略系列”第三部曲《欧洲攻略》，也是自《东京攻
略》及《韩城攻略》后，相隔十一年再次饰演私家侦探“林
贵仁”。此次，梁朝伟是和“小鲜肉”吴亦凡及女星唐嫣合
作。近日，影片在意大利取景，惹来不少粉丝到场追星，
有粉丝在片场拍到梁朝伟与替身一同出现的照片。照片
中，两人就像双胞胎，难以分辨谁才是真的梁朝伟，连刘
嘉玲也觉得两人有八成相似。

在粉丝传出的片场花絮照中，梁朝伟与其替身徐上
威一起穿白 T 恤及黑裤现身，无论外貌、衣着、发型及动
作，都像双胞胎，“两个梁朝伟”一齐现身，十分搞笑。照
片引来大批网民争相竞猜谁是真的梁朝伟。据悉，担任
梁朝伟替身的徐上威现年43岁，在电影《摆渡人》中就当
过梁朝伟的替身，也曾演出网络电影《极限使命》等作
品。与梁朝伟轮廓相似的他，戴上墨镜后更几乎可乱真。

刘嘉玲表示自己看过照片，一眼就认出老公，她说：
“一眼看得出啦，从身形、腿形、胸肌以及姿势各方面都看
到有分别。梁朝伟的胸肌宽点儿，因为他经常健身。”她
还表示自己见过徐上威并夸他与梁朝伟确实挺相像，“确
实挺相似的，有八成（相似）。”

此次的《欧洲攻略》故事讲述了江湖排名第一第二的
林贵仁和王小姐亦敌亦友，两人分别追踪盗走“上帝之
手”地震飞弹的苏菲，原本以为只是一场赏金猎手间的较
量，不想却引出了欧洲黑帮、美国 CIA、欧盟打击犯罪联
盟特工们的全力搜捕。 王文

真假梁朝伟现身《欧洲攻略》片场

刘嘉玲认老公有绝招

9 月 4 日晚，在江苏卫视《说出我世界》中，尚雯婕讲
述了自己出道以来的起起落落。对因为服饰、妆容等受
到的质疑，尚雯婕很淡定，“比你厉害的人都没空管你，能
够对你说三道四的都是相对不如你的。”

2006年，尚雯婕因参加《超级女声》而成名。与众多
选秀冠军夺冠时的喜悦不同，尚雯婕坦言内心反而拂过
一丝失落。“因为觉得结束了，没得玩了。”

虽然得了冠军，但尚雯婕后面的路走得并不顺，“这
个第一带给我的除了荣誉以外，还有一段非常漫长的煎
熬。因为不会创作我只能被动地演唱别人写给我的各种
风格的作品。那些音乐不代表我，但是我依然机械地在
台上唱着、表演着。”尚雯婕认为要想在娱乐圈长久地走
下去，一定要有自己的实力和内容。

此前，因为出位的服装、夸张的造型以及特殊的妆
容，尚雯婕饱受争议。对此尚雯婕毫不在乎，“比你厉害
的人都没空管你，能够对你说三道四的都是不如你的。”

尚雯婕回应争议：

说三道四的都是不如你的

截至 8 月 31 日 24 时，为期
92 天的电影暑期档正式收官，虽
然 124.29 亿元的总票房继续保
持了暑期档票房破百亿的态势，
但这份成绩却略低于去年同期。
票补退潮、超级大片缺乏、银幕数
增长驱动放缓，让不少人都感叹：
中国电影的泡沫正在破裂。但从
另外一方面，增速的放缓未必是
件坏事。

“后暑期档”已经悄然来到我
们身边，9 月份将有 50 多部电影
上映，阵仗丝毫不输暑期档。其中
以《星际迷航 3》为首的引进片们
将率先发力，霸屏半个月；而进入
中秋节和国庆节，国产电影将抱
团出现，随之而来的大片潮定会
让你举票不定，患上选择恐惧症。

暑期档票房增幅创新低
仅《魔兽》破 10 亿市场

缺乏“爆款”

根据多家电影票房统计机构
提供的数据显示：从 6 月 1 日起，

截至 8 月 31 日 24 点，2016 年暑期
档 三 个 月 上 映 的 影 片 总 票 房 为
124.29 亿元，虽然该成绩是继去年
后第二次暑期档破百亿，但与 2015
年暑期档三个月的总票房 124.31
亿元相比还是有略微的下滑，但已
经创下近 9 年增幅新低——这和去
年创造的比前年历史同期的 92 亿
元增长 32.31 亿元，增长幅度高达
35.12%的成绩相差太多。

剖析这三个月的票房，更能说
明问题：今年 6 月全国电影票房为
38.63 亿元，连续第 4 个月电影票房
徘徊在 40 亿元以下。进入 7 月，全
国票房约 45 亿元，虽然上升到了
40 亿元以上，成为仅次于 2 月春节
月的月度排名第二，但同比去年的
55.06亿减少10个亿，降幅约18%。
这也是继 4 月和 5 月后，今年内地
月度票房第三次出现同期负增长。

而到了 8 月，情况似乎有所好
转，共收入票房40.53亿元，虽然成为
今年以来第三次破40亿元的月份，
比去年同期36亿增加11%左右，但
暑期档的整体颓势却无法挽回。

回到单片票房：2015 年暑期档
5 部电影票房过 6 亿元，其中《大圣
归 来》达 到 了 9.5 亿 元 ，而《捉 妖
记》、《侏罗纪世界》、《煎饼侠》三片
超过了10亿元；今年暑期档虽然有
6 部电影票房过 6 亿元，但破 10 亿
元的电影仅有一部《魔兽》——缺乏

“爆款”的现象级电影，被认为是今
年暑期档疲软的一大原因。

票补减少影片质量退步
专家：暑期档不是遇冷而

是回归正常

剖析今年的暑期档票房“原地
踏步”的原因，票补减少和影片质量
退步也屡屡被提及。

2015 年暑期档大火的三部影
片《捉妖记》、《煎饼侠》、《大圣归来》
背后都有票补的身影。其中《捉妖
记》、《煎 饼 侠》的 票 补 总 量 都 在
5000万左右，《大圣归来》票补也接
近 1000 万。而且不仅票务平台补，
各家片方也纷纷拿出了大笔预算投
入到票补中。

相比去年电商的疯狂，今年暑
期档“票补”大幅减少，而包括《致青
春 2》、《绝地逃亡》、《夏有乔木》、

《封神传奇》、《盗墓笔记》等多起保
底发行落败。光线传媒有限公司总
裁王长田就表示，“去年的票补带热
了整个市场，也让大家对整个国产
片的票房都产生了更高的期待。但
是今年暑期档总体来讲是一个相对
回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这样
的话，建立在原来期待值之上的票
房预测看起来都应该做一些调整。”

而在 8 月 25 日举行的第十三
届数字电影论坛上，谈及今年的暑
期档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时，致力于
电影 O2O 技术服务领域多年的泰
久信息董事长陈龙军就直接指出：
一方面是票补潮的退去，一方面是
因为今年中国电影市场比较浮躁，

“尤其是暑期档，65%以上的影片豆
瓣评分都在 5 分以下，这是什么意
思？基本上就是垃圾片。票补又没
了，那你说观众还会买单吗？”

票房表现上不再高歌猛进，原
地踏步的局面虽然让很多人不适

应，但专家还是表示，对于一路狂奔
的中国电影，增速放缓或许不是件
坏事，影评人“图宾根木匠”就表示，
票房增速放缓，长远来看是电影业
的必然趋势，暑期档票房不是遇冷，
而是正常了：“票补退潮、超级大片
缺乏、银幕数增长驱动放缓，种种原
因都会让票房数字不会再如脱缰的
野马般狂奔。长远来看，票房相对稳
定，大家才能有心比拼‘内功’，就该
狠抓影片质量了。” 邱晨

暑期档票房“原地踏步”

“后暑期档”小心患上选择恐惧症

暑期档破10亿元的电影仅有一部《魔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