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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钗奇缘》济南全球首映

叶叶璇璇林林峰峰演演虐虐恋恋天天天天泪泪崩崩
“轻松说财经”
爱奇艺获称赞

《致青春》
电视首播

红男绿女
唱响泉城

本报讯（记者 邱祎） 经过两
个多月的招募，13日，由华润三九与

《中国药店》杂志共同举办的红男绿
女K歌大赛第三赛区复赛在济南举
行，6名选手最终晋级，并将代表济
南大区参加将于今年九月份在深圳
举办的总决赛。

据悉，第三赛区复赛是在经过
两个多月的招募、报名、海选后，来
自山东以及多个省市的20名选手胜
出。13日的比赛分为20进10和10进6

两个环节，多位知名音乐评委现场
进行了点评。部分选手的实力让评
委直呼意外，称完全可以去参加“好
声音”。在本次复赛中6名选手最终
晋级，并将代表济南大区参加将于
今年九月份在深圳举办的总决赛。

本报讯（记者 倪自放） 刚刚
在影院下线的影片《致青春》《小时
代》等，8月中下旬将在央视电影频
道独家电视首播。

央视电影频道日前在全国部分
地区实现高清信号落地，最新院线
大片《致青春》《中国合伙人》《小时
代》等，将于8月中下旬在电影频道
以高清信号播出。另外，《铁道游击
队》《青春之歌》《英雄儿女》《闪闪的
红星》等经典影片的修复版，也将于
8月在电影频道播出。

本报讯（记者 邱祎） 由爱奇
艺财经频道出品的《天天神评论》

《爱说财经》两档原创自制栏目，自4

月底上线以来不断刷新用户关注度
及播放量，单期最高播放量近300

万，轻松幽默的视角解读财经获得
不少网友认可。

爱奇艺财经频道两档原创自制
栏目以“轻松说财经”为节目主要定
位。与大多数财经栏目墨守成规的
节目编排形式不同，爱奇艺出品的

《天天神评论》《爱说财经》打破常规
思路，栏目制作团队积极创新，用轻
松幽默的视角解读财经，以易懂搞
笑的语言点评热点新闻。

爱奇艺财经频道自今年4月9日
上线以来，财经频道已开辟财经头
条、宏观热点、产业经济、市场动态
及理财生活五大板块，并与全国多
家电视台专业财经频道及栏目建立
了版权合作关系。《波士堂》、《首席
评论》、《财经郎眼》、《中国经营者》、

《非你莫属》等多档国内知名财经栏
目均在其列。

虽然目前国产剧出境越
来越容易，但是叶璇表示要
想让国产剧拥有韩剧、美剧
一样的影响力还有很长道路
要走，国际化尚需时日。叶璇
说，每年国产剧数量能达到近
万集，但是能够成功输出到境
外电视平台播出的，可谓凤毛
麟角，和总体数量相比，占的
比例太小了，不到1%。而且大
多是输出到东南亚国家和地
区，卖到欧美的电视剧更少，
国际影响力还远远不够，国产
电视剧的国际化还有一个漫

长的过程。
“此外，我们卖到境外的

电视剧还以历史剧和古装剧
为主，比如这次《紫钗奇缘》也
是因为历史背景和古装造型
而得到了青睐，也比较容易让
境外观众接受。”叶璇说，要想
国际化，现代剧等其他剧种也
需要努力，不能局限于某几个
题材。“比如韩剧，他们什么题
材都受欢迎，《大长今》这样的
古装题材、现代爱情题材都很
吃香，总体实力很强，这点值
得国产剧学习。”

《紫钗奇缘》讲述了大唐年
间歌舞姬霍小玉、黄衫客纳兰
东、才子李益和巾帼红颜卢靖
澜追求真爱的曲折故事。故事
融合了暗战的人物心理元素，
结合了大唐的舞与武的光环，
还原了唐代歌舞升平的盛世豪
情，将这段可歌可泣的悲剧情
缘发挥到极致，风格唯美浪漫，
开创了全新风格的唐代传奇。

叶璇和林峰曾合作过《云
海玉弓缘》、《再生缘》，并因其
中一悲一喜两段深入人心的
旷世绝恋而被观众称作荧屏
上的“金童玉女”。然而此后，
这对荧屏情侣就“劳燕分飞”
很少再有交集，此次是两人阔

别十年后的再度聚首。
叶璇坦言，虽然十年间与

林峰很少联系，但是当她为新
剧《紫钗奇缘》寻找男主角时，
心中的第一人选就是“老搭档”
林峰，“林峰古装气质高贵帅
气、身手不凡，十分符合‘黄衫
客’的情痴角色。”对于十年后
的再次合作，叶璇表示，我们的
默契一点也没有变，感觉就像
从来没有分开过一样。戏里，林
峰与叶璇上演了一场缠绵悱
恻的旷世虐恋，为了将曲折虐
恋演绎得更加感人，叶璇和林
峰几乎天天都是“以泪洗面”，
甚至有工作人员戏称“两人把
十年来欠的泪都哭光了！”

叶璇林峰“缘定三生”，上演旷世虐恋

13日上午，在全球首映仪
式上，主创叶璇透露，TVB已
经抢先购买了该剧的海外发
行版权。近几年，国产电视剧
越来越受到境外片商的青睐。
2010年新版《三国》成功售至
2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年风靡
两岸三地的《甄嬛传》登陆美
国，成为中国内地剧打入美国
主流电视台的首例。叶璇表
示，电视剧《紫钗奇缘》的海外
版权被TVB购买之后，意味
着该剧将在TVB所覆盖的全
球华人电视剧市场热播。

“之前国产剧出境比较滞
后。”叶璇说，一般卖到境外去
的电视剧都是已经在国内播出
一两年的电视剧，像《甄嬛传》、

《媳妇的美好时代》等剧都是在
国内播出了好几轮，积攒了不
小的人气，名气很大了才引起
境外发行方的注意，然后才考
虑购买，国产剧海外版权的出

售 比
较被
动 ，
只 有
等 待
国内火
了，才能
吸 引 别
人 的 注
意 ，时 间
间隔也相
对较长。

叶璇告诉记者，这次《紫钗
奇缘》同步出售海外版权在国
产剧中还比较少见。“国产剧的
质量和影响力这几年不断提
高，因此卖到境外的会越来越
多，像之前被动出售的局面会
逐渐改善，只要用心做剧，拍出
自己的文化特色，未来国产剧同
步出售海外版权，全球一起播出
会是大趋势，这也是韩剧、日剧
都经历过的过程。”叶璇说。

海外版权同步售出，国产剧出境将更容易

历史剧古装剧居多，国际化尚需时日

本报记者 倪自放

在华语电影争相
以各色青春博眼球的
时候，很难有一部电
影能够让你愿意去看

第二遍，《激战》做到了，
6月份看这部片时，它还是上
海 国 际 电 影 节 金 爵 奖 参 赛
片，这部电影为张家辉和该
片小演员李馨巧分别赢得影
帝 和 影 后 荣 誉 。8 月 份 再 看

《激战》的提前点映，依然让
人无法自制地喜欢，《激战》
是2013年目前为止所看到的
华语片里做得最好的，没有

之一。
作为一部合格的拳击电

影，秀肌肉是必须的，《激战》的
几场格斗戏，拍得极为精彩，张
家辉和彭于晏在片中许多格斗
镜头都是实打实地真打，张家
辉在拍摄这部电影时甚至将
小拇指打折。在《激战》的媒
体场时，有男记者直言看哭
了，《激战》不是苦情片，之所
以 能 让 男 观 众 为 之 潸 然 泪
下，来自电影的救赎主题。导
演林超贤在解读这部影片时
表示“这是三个失败者的故
事”。张家辉扮演的老拳王程
辉，人到中年，风采不再，为了
躲债栖身澳门。而彭于晏饰演
一个一夜之间变成穷光蛋的

“富二代”思齐，为了寻找落
魄的父亲而到达澳门。另一
个落魄者是思齐的父亲，一
个曾经的亿万富翁，目前处于
破产状态。因为一项格斗比赛，

程辉与思齐相识，并成为师徒，
最后用“拳头”拯救了自己，也
拯救了别人。

张家辉扮演的老拳王因
打黑拳入狱，如今人到中年，
已完全无斗志。在徒弟思齐被
打败之后，他还是再度出山
了，片中的一句台词让人印象
深 刻 ，“ 怕 ，你 就 会 输 一 辈
子”，拳台上如此，人生何尝
不是这样？

在激烈的打斗之余，电影
的温情戏份同样加分，程辉与
阿君母女的交往，有误会有温
馨，导演把握住底线，没有让程
辉和阿君往爱情戏上靠，让程
辉与这对母女的戏非常纯情。
程辉决定走上拳台之前在小雨
天里锻炼，这时候，《毕业生》的
插曲《The Sound Of Silence》
响起来，梅婷扮演的阿君带上
了耳机，硬汉与柔情，就这样完
美地结合起来。

怕怕，，你你就就会会输输一一辈辈子子

新片放眼瞧

改编自汤显祖经典名著《紫钗记》的电视剧《紫钗奇缘》
今日登陆山东影视频道，开始首播。13日，主创叶璇携主演在
济南举行了该剧的全球首映。在首映式上，叶璇透露，《紫钗
奇缘》海外版权已经被香港无线电视台TVB抢先购买。

本报记者 邱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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