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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灿烂]
13 日上午 ， 好莱坞影片 《 速度与激
情 6》 在首尔举行媒体首映 ， 影片主演
范·迪塞尔等出席 。 该片将从 5 月 23 日
开始在韩国上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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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不了】

电视剧《叶问》昨开剧组见
面会，本报记者应邀参加——
—

“佐罗”配音演员

童自荣

郑嘉颖版叶问
很文气

不堪邻居装修折磨
“佐罗”配音演员童自荣遭邻居违

规装修的消息日前引起各界高度关
注，但这似乎并没有能够及时解决“佐
罗”的烦恼。记者从童自荣家人处获
悉，楼上住户不仅没整改，反而拆掉了
童老师所住二楼阁楼的天花板，更把
三楼的下水管道铺到了二楼。无奈的
童自荣只有半夜爬起来，在灯下写下
几个字：“我想当警察。”
几位施工人员都向记者强调，童
自荣之所以总找他们麻烦，是因为觉
得他们干扰他休息，“但我们最晚也就
到 8点。”而三楼户主刘先生在接受节
目组采访时，也称这是童自荣仗着自
己是名人所以“乱搞”。对这种说法，
《柏万青和谐热线》制片人尹庆一明确
予以否认：“ 不存在偏袒名人的因素，
就是普通公民遇到问题，我们也会想
办法帮忙解决，我们节目超过 99%的
投诉人都是普通百姓。街道都已经出
了三次整改通知书，已经说明这是违
章建筑，也证明童老师不是无理取闹。
我们觉得，这种错误的装修行为应该
得到改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无论是甄子丹主演的《叶问》系
列电影，还是梁朝伟在王家卫电影
《一代宗师》里塑造的“叶问”，毫无
疑问，叶问已经成为近年来，影视圈
内的一大热点。由范小天执导、张炭
编剧、郑嘉颖等主演的电视剧版《叶
问》，昨晚登陆江苏综艺频道精品剧
场，再度掀起“叶问旋风”。昨天下
午，剧组主创在靖江举行了见面会，
甄子丹版叶问 本报记者受邀参加，和主创人员面
对面交流。

阵容 这个叶问儒雅文静

在所有人心目中，叶问是武学
的一代宗师。无论是甄子丹，还是梁
朝伟，都在银幕上塑造了一个武功
出众的高手形象。这次电视剧版本
的《叶问》，却有些出乎意料地请郑
嘉颖出演“叶问”，对于并非武术科
班出身的郑嘉颖来说，他又如何演
好这个角色？
对此，范小天说，这个叶问和以
往的叶问都不太一样，这是一个很
文气的叶问。从剧本开始，《叶问》剧
组就强调了文学性，剧组希望打造
出一个能文能武的叶问，而郑嘉颖

身上具有一种儒雅文静的气质，很
符合剧组的定位。当然，剧中的叶问
也很能打。为了演好这个角色，郑嘉
颖苦练武艺，在剧中很多镜头都是
亲自上阵，真刀实枪。有一次拍
摄时，不小心被对方打伤，到香
港医治时，脸上缝了十几针。
范小天说，郑嘉颖对自己塑造
的这个叶问很满意。在《叶问》杀青
时，正好《步步惊情》剧组找到
他，想请他出演剧中重要人
物，但是郑嘉颖婉拒了。他
说，暂时不想接其他的剧。

【忍不住】

影，能够传递出强大的正能量。”

人气 欧美地区也在播出

范小天坦言，现在拍武侠剧，还是很有风险的。武侠剧
最风行的年代，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候随着港
台武侠剧的风靡，也给内地影视圈带来了一定的
冲击。如今，无论是内地还是港台，武侠剧都难以
再现当年之勇。不过，范小天还是对这部《叶问》报
以厚望，希望这部剧能够冲破武侠剧的瓶颈。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这部剧和以
往的武侠剧都不一样，剧本具有文学性，而
演员的表演也很有张力，配合以强大的阵
容，相信这部剧会有很高的收视率和关注
度。”范小天说道。
而事实证明，这部剧也没有让他失望。
在此之前，电视剧版《叶问》已经在山东、湖
南、湖北、广东等地播出，收视率都很高。而
这部剧也真正冲出了亚洲，目前正在美国、
欧洲等国家和地区播出，范小天本人还接受
了 BBC的专访。
江苏卫视节目采购部负责人杨金平对
这部《叶问》也充满信心。据了解，这是江苏综艺频
道斥资最高的一部电视剧，以往的电视剧都是每
周播出 15集，这部《叶问》将每周播出 19集。

剧情 呈现更为丰富的叶问

因为受到片长限制，所以电 生，也随着时局动荡
影《叶问》、《一代宗师》都是选取 而颠沛流离。而作为一
了叶问一生中的某些片段拍摄而 个个体，他也是扬眉吐
成的。对于电视剧版本来说，就没 气。“比如叶问到了香港
有这样的顾虑了。编剧张炭也说， 时，参加华人和外国人的比
这个叶问，将更为丰富，也更为全 武。英国人打赢中国人，还会
面。
羞辱中国人。但是叶问登台打
张炭说，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 赢后，显得格外大度，体现出
他就不停地想，到底要塑造什么样 中国精神。”
的叶问？最终，他将切入点，放在了
张炭还透露，在剧本写好
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当中。叶问不 之后，他特地请教了叶问之
再是一个单纯的武学宗师，他个人 子叶准。叶准透露，叶问是
的命运，和整个国家紧紧相连。在叶 个有性情的人物，希望这点
问生活的时代中，发生了很多大事， 能够增加电视剧的看点。思
比如北伐，比如抗日，当一个人身处 来想去，张炭主要讲了叶问
在那样一个年代时，是不可能安心 和妻子张永成之间的感人
在自己的世界里的。所以，叶问的一 爱情。“我还是希望这部电

郑嘉颖叶问造型

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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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的伙伴银行
个人创业的贴心助手
邗江联合村镇银行

“联合乐”系列产品

邗江联合村镇银行立足
3. 业务特点 ： 担保灵活 ，
于扬州本地，坚持为“三农” 手续便捷 。
巾帼创业贷款
服务，坚持做“小”、做“散”、
做“深”的市场定位，以“简
1. 业务简介 ： 巾帼创业
单、方便、快捷”的经营特色 贷款是指我行为支持具有本
服务于当地小微企业、个体 市户籍的妇女自谋职业而发
私营业主和广大农户，为建 放的贷款 。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创建繁
2. 贷款对象 ： 包括失业
荣和谐扬州提供优质服务。 妇女 、 应届女大专毕业生 、 在

“创业乐”系列贷款
“商家乐”系列贷款
“农家乐”系列贷款
农村从事种植养殖和加工业
“ 创业乐 ” 系列贷款
“ 创业乐 ” 系列贷款包括 的妇女等 。
“存贷乐”系列贷款 农村青年创业贷款 、 巾帼创 3. 业务特点 ：担保灵活 ，
业贷款 、 助业贷款等贷款品 手续便捷 。
种。
助业贷款
“安居乐”贷款
农村青年创业贷款
1. 业务简介 ： 助业贷款
1. 业务简介：农村青年创 指我行向残疾人发放的 ， 用
“易购乐”贷款
业贷款是指我行向农村青年 于生产经营活动的贷款 。
（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 ）发放的
2. 贷款对象 ： 年满 18。
60 周岁 ， 持有残疾证的残疾
“再抵乐”系列贷款 用于创业活动中所需的贷款
2. 贷款对象 ： 有创业愿 人 。
望和一定创业基础的农村青
3. 业务特点 ： 担保灵活 ，
“分期乐”系列贷款 年 。
手续便捷 。
地址：扬州市维扬路 399号桐园商业 1号楼

现场花絮

《中国梦之声》
选手惹怒韩红
东方卫视筹备已久的大型季播音

乐节目《中国梦之声》将于 19日播出。
节目自招募以来不仅频现“草根歌
神”，一些言论出格装扮出位的奇葩、
怪咖也成为网友热议的焦点。近日，节
目更惊现一女子声称“19岁谈 13次
恋爱”，当场惹怒韩红。
韩红的不满情绪在试唱环节进一
步升级，当王伟忠和李玟分别给出“通
过牌”后，韩红表示不喜欢她的演唱所
以不能通过，此时该女生话锋一转开
始现场撒娇，韩红毫不留情地表示没
有人可以在这个舞台上跟她撒娇。

韩红

记者 王鑫 靖江报道

刘小锋遭遇“ 途”

昨日的发布会上 ， 在电视剧版 《 叶问 》 中
饰演一号男反派的刘小锋 ，本来也要出席 ， 但
是到了既定的时间 ，还是迟迟未到 。 原来他的
车辆行驶在京沪高速上时 ， 被前面一辆车上
掉下的物件碰坏 ， 车辆出现漏油了 。 无奈之
下 ， 只能停了下来 ， 等待其他车辆前往 “ 救
援 ”。 他自己在微博上也戏称 ，这次是 “ 途 ”。

所幸的是 ，他和司机都安然无恙 。

导演编剧相互器重

在发布会现场，导演范小天先是恭维编剧张
炭，说自己是看着对方所编剧的《新龙门客栈》、
《东方不败》等武侠剧长大的。 而张炭也说，自己
当时在香港读书， 对于内地的文学杂志看得很
少，但是范小天所编的《收获》、《钟山》，他期期必
读。 早在合作之前，两人就进行了 “精神恋爱 ”。

海岩写盗墓小说
不惧代笔“疑云”
情难却。机缘巧合

写过《便衣警察》、《永不
瞑目》 等作品的著名作家海
岩，暌违 5年后再出长篇《长
安盗》，以西安一起真实盗墓
案件为素材。海岩日前在北京
举行媒体见面会。

的是，失窃的文物
恰好与我 原 本 目
光所向的 唐 明 皇
有关。所以我也欣
然开始了 这 次 命
题作文之旅。”
“命题”作文
作为“言情”
盗墓不忘写纯爱 高手，海岩坦言，
海岩新书《长安盗》以近 “近年，因年龄渐老，社会渐
年实际发生在西京市长安镇 变，我对爱情的美好动人，亦
的文物盗窃案为原型。海岩 渐生疑厌，目光就不得不转
坦言这是一个“命题作文”， 向历史。”谈及《长安盗》的爱
“当我准备开始着手我的第 情成分，海岩说：“ 爱情不是
一部古装剧时，接到一个任 主线，但我写了一些温暖纯
务：根据央视《新闻联播》的 粹的爱情。”与其他盗墓小说
一则‘警方成功追回被盗墓 有何区别，海岩说：“ 我都没
团伙非法偷运出境的唐朝敬 看过别人的盗墓小说。没有
陵石椁’报道，公安部门希望 可比性！”海岩透露，除了《长
我将之用文艺作品表现出 安盗》小说，同名电影剧本也
来。我几番推脱之后，实在盛 已经写好。

海岩

被疑代笔

不介意流言蜚语

2012年，
“方韩大战”时，
海岩也被卷入代笔疑云，被称
有团队，有“影子写手”。海岩不
回避该话题，坦然回应，侃侃而
谈，
“我都不用电脑写字，我有
手稿的。”澄清清白之余，海岩
还豁达笑称：
“我已不介意外面
的流言蜚语。开心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