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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唐国强要拍《辛亥革命》
道具制作花费上千万，将到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拍摄

成龙起诉“某男袜”

怒斥“被代言”

本报讯(记者 倪自放)

成龙形象授权方——— 艺

房紫(北京)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日前起诉某袜业公司

侵犯成龙肖像权及姓名权，

该案近期将在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据了解，自2007年5月

开始，某公司旗下的男袜外

包装上就一直使用成龙照

片，电视上也出现了成龙

“主演”的该男袜产品广告。

事实上，成龙及成龙形象合

法授权单位——— 艺房紫(北

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从未
授权该公司任何对于成龙

个人个性特征(如姓名、肖
像等)的使用许可。

针对此次自己“被代

言”，成龙的态度十分坚决，

并发布声明称：“我这次挺

身而出，一是对某公司这种

肆无忌惮侵犯及损害明星
权益，获取巨额不法之财的

侵权行为给予法律上的惩

戒；二是警示其他相关侵权

企业不要再出现或继续此

等侵权行动。”

《第一书记》

大牌云集

本报讯(记者 倪自放)

根据安徽省凤阳县小岗

村党委原第一书记沈浩的

真实事迹改编的影片《第一

书记》，将于10月26日公

映，杨立新、徐帆、蒋雯丽、

何冰、宋丹丹等实力派演员

参与演出。

影片讲述了原本在省

财政厅工作的沈浩，抛下优
越的生活条件到小岗村任

职，一干就是六年，他为小
岗村铺路、修桥，帮助贫困

户，招商引资搞改革，让百

废待兴的小岗村重现昔日

辉煌后，自己却积劳成疾，

牺牲在工作一线。北京人

艺实力派演员杨立新和徐

帆分别扮演沈浩和他的妻

子王晓勤。该片还邀请了

黄宏、宋丹丹、何冰、冯远

征、蒋雯丽、黄素影、陈小

艺、田成仁等众多明星加盟

演出。

“一撇一捺写出个人，

一生一世才做成个人，红手

印摁出个大写的人，万世根

本是做人……”影片主题曲
《做人》制作阵容强大，由北

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张和

平作词，《建国大业》音乐的
创作者舒楠作曲，谭晶倾情
演唱。

《金婚2》济南热播

50对夫妻许下“金婚誓言”

本报讯(记者 赵晓峰)

电视剧《金婚2》(又名《金

婚风雨情》)正在济南电视

台播出，济南电视台日前邀

请50对夫妻，在主持人阿庆

哥和毛蕾的带领下共同见

证了一次难忘的人生经
历——— 宣读“金婚誓言”。

此次活动还吸引了众

多年轻情侣聆听金婚故事、

感悟爱情真谛，并与金婚老

人们一起在“爱情墙”上写

下了他们对爱的承诺。济南

市民政局为50对夫妻颁发

了“金婚誓言”证书。

本报讯(记者 任磊磊) 24

日，即将开机的大型历史史诗电
视剧《辛亥革命》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该剧由唐
国强担任总导演，将到十几个国

家和地区进行选景拍摄，山东阿

伊泉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参与了该

大剧的投资。与电影版《辛亥革

命》相比，电视剧版没有强大的明

星阵容，但追求史诗品格，为求真

实单道具制作就花费了上千万。

电视剧版不打明星牌

电视剧《辛亥革命》讲述了近

代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 推

翻清朝政府，结束统治中国几千

年君主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的整

个过程。以孙中山的革命历程为
主线，围绕中国同盟会成立、武昌

起义、中华民国成立以及革命成

果被袁世凯窃取后进行二次革

命、护国战争到取消帝制等一系

列重大历史事件展开。

“我们将到十多个国家和地
区拍摄。”该剧导演李伟告诉记

者，为还原历史事实，《辛亥革命》

剧组将到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拍

摄，其中还包括日本、越南、美国、

加拿大等地方，把孙中山在辛亥

革命期间到过的各个地区以及发
生的历史片段都展现出来。剧中

的历史人物多达200多位，将全景
式展现辛亥革命期间的那段历

史。该剧还将拍摄第二部，主要反
映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史。

剧里没有大的战争场面，不打明

星牌，以戏带人，用一种激情澎湃

的表现方式，给观众带来震撼。

马少骅为演孙中山整容？

在《辛亥革命》里，多次饰

演孙中山的特型演员马少骅将

挑起大梁，再次饰演孙中山。马

少骅告诉记者，国父孙中山是

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人，不管

什么人，只要跟他相处两分钟

就能完全被他的人格征服，因

此他在饰演的时候，也要本着

天下为公的思想去表现他。除

了外形外，更要讲究神韵，要形

神兼备。

导演李伟告诉记者，孙中山

的角色很重，要对人物有深入研

究才行。马少骅是一个戏痴，又

演过很多次孙中山，能吃苦耐

劳，因此很适合这个角色，他为
演好孙中山还特地去整容。当说

到马少骅整容时，记者试图进一

步追问，导演发现自己失言，回

应说“你们自己跟马少骅本人求

证吧”。

新《亮剑》再曝主演

任泉演“政委赵刚”

本报讯(记者 倪自放)

李幼斌主演的电视剧《亮剑》

红遍了全国，日前小说原著作

者都梁发布新版《亮剑》小说，

同名电视剧也确定将于本月

月底在北京开机拍摄。剧组继

之前透露“李云龙”一角由黄

志中饰演之后，再公布新演员

阵容，任泉加盟饰演与李云龙

同生死共患难的男主角“政委
赵刚”。

据悉，时隔五年后翻拍，

新《亮剑》将更新30%的剧情，

黄志忠饰演李云龙，任泉饰演

赵刚。作为翻拍剧，难免会被

与原版作比较，对于如何突

破，任泉很有自己的见解：“接

拍新版《亮剑》后，我再三读了

小说与剧本，通过重新对文字
的阅读，强迫自己忘掉原版电
视剧，只有忘记原版《亮剑》，

才能在表演中重塑人物。我从

来不怕被比较，我一定会是新

的赵刚。”

赵本山成温暖大使
承诺商演收入全捐

本报讯 10月23日，著

名表演艺术家赵本山先生出

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温暖大

使”，签约仪式在北京刘老根

大舞台举行。仪式上，赵本山

表示自2011年起至合约结束

止，他个人所有商业演出收入

都将捐给红十字基金会，“签
多久捐多久。”赵本山现场郑

重其事地宣布。

“怀有仁爱之心谓之慈，

施行济困之举谓之善。”从艺

数年的赵本山，积极参与各种

社会公益事业，无论是汶川地

震还是舟曲泥石流，总有他的

爱心体现。“我是被别人慈善

过的，慈善对我来说，是既光

荣又永远做不完的事。”当从

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

手中接过颁发的“温暖大使”

聘书时，赵本山激动地当场宣

布，从2011年起将把他个人

商演收入全部捐赠给红十字
基金会。 (心语)

济南电台首届主持人大赛颁奖

本报讯 23日下午，

声动泉城——— 济南人民广

播电台首届主持人大赛颁

奖盛典举行，23名选手也

在历时一个多月的激烈角

逐后收获了属于自己的欢

笑。

作为济南市主流媒

体，济南电台近年来大力

实施品牌战略和人才战

略，打造出《金山夜话》《含

笑时间》《新闻六十分》《小

罗罗崩没根》等一批名牌

节目和金山、含笑、洪伟、

杨波、方言、小罗罗、雅茹、

萨文等一批名主持人，社

会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快

速提升。今年上半年节目

市场占有率突破70%(尼尔

森数据)，综合实力位居全

国省会台前五位。济南电

台Music88 . 7在全国500多

个广播频率中脱颖而出，

荣膺“2010中国消费者十

强广播理想品牌”。

本次大赛自9月中旬

启动之后，社会各界反响
热烈，吸引了近千名优秀

选手踊跃报名。最终决出

一等奖两名，二等奖六名，

优秀奖十二名，最佳才艺

奖三名。

(徐伟)

目前，国内多部革命历史题材的

影视作品都在拍摄中。张铁林在《红军

东征》里饰演毛泽东，刘烨在《建党伟

业》里也饰演毛泽东，电影版《辛亥革

命》里，赵文瑄饰演孙中山等，跟以往

这类题材一般都找特型演员相比，似

乎现在对特型演员的要求并不多了。对

此，多次饰演毛泽东的唐国强说：“演员

的任务是创作，演员向人物靠近，人物

向演员靠近，不仅要外形像，更主要的

是神似。我们这部戏选取的演员年龄

都比那个时期人物的实际年龄要大一

点，也就是要追求神似，因为外形可以

通过化妆造型来加工，但是演员的神

似就要靠个人的修养去展现。”

电影版权收费标准公布
网吧经营者称过高

据新华社电 近日，国

家版权局发布公告，公布了

《电影作品著作权集体管理

使用费收取标准》。2011年1

月1日起，国内网吧、长途客

车等各类交通工具播放电

影，将向中国电影著作权协

会缴纳一定版权费。

按照收费标准，网吧每

天的使用费用为：电脑总量

×网吧每小时收取费用×

7 .5%。

吉林省长春市的网吧每

小时上网费多数是3元，按此

计算，一个拥有50台电脑的

中小型网吧，每年的电影版

权费要4000多元。“现在我们

用‘乐吧’这样的软件下载电

影，不管多少台电脑，每年只

要1000多元。如果按此标准
收费，电脑越多的网吧越吃

亏。”长春市隆礼路上一家大

型网吧的负责人对记者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

于网吧、长途大巴等播放电

影缴纳电影著作权使用费一

事，不同的利益主体反应大

不相同。

其中，网吧业主和一些

网友反应最为强烈。记者采
访多家网吧老板时他们均

称，收取一定的使用费是应

该的，但是这个收费标准过

高。

面对运营成本的上涨，

一些人担心会转嫁到消费者

头上。刚刚走出校园一年的

市民张明说：“这个不合理，

一般上网吧的人都是回家不

方便的，或者是学生，去网吧

看个电影还得另交钱，本来

想少消费地放松一下，但要

是上一天的网还那么贵，就

不想去了。”

唐国强谈特型演员：

要像更要神似

传因黎明父亲反对而与

黎明分手的舒淇，靠自己力量

战胜了抑郁症。近日她接受某

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没有责

任感，还高调发表不婚宣言：

“我对婚姻没期望！” (宗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