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获悉，猴年春晚的语言类节目，谢娜很有
可能搭档相声演员李菁出演小品类节目。 有知情
人透露，与之搭档的是相声演员李菁。 至于其他搭
档以及小品内容则保密。 据搜狐娱乐报道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极速扩容，急需各种成熟的剧本和题材创意。
而那些已经在国外取得成绩的经典电影正成为中国制片人的最爱。 目
前，一股翻拍风正在中国影坛流行，且越来越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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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影坛刮起一股翻拍风

�11 月 13 日，国家工商总局公
布了 12 起典型违法广告案， 通报
了某些利用名人进行营销的虚假
广告，赵忠祥、侯耀华、李金斗等涉
案被点名。

在工商总局通报的 12 起案件
中，不乏利用名人做虚假广告的案
件， 包括冒用所谓 “文化惠民工
程” 免费发放国宝级十大传世名
画虚假广告案。案件当事人在电视
广告中宣称免费发放 “传世名
画”，赵忠祥、侯耀华等名人也在
广告中为其推荐、证明。 河北省工
商机关依据修订前广告法相关规

定，对广告主处以责令改正违法行
为，以等额广告费用在相应范围内
公开更正消除影响， 并处以 91.82
万元罚款。

据了解， 此次通报的 12 起案
件是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以来工商
机关查处典型违法案件的一小部
分，很多 9 月份新广告法实施后办
理的重大典型案件，工商机关还在
调查取证过程中。 国家工商总局
称，下一步，在条件成熟时，工商总
局还将加大典型案件曝光力度，再
通报重大案件。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

由杨幂、 鹿晗主演的电影
《我是证人》10 月底公映，有意
思的是， 这部电影除了翻拍自
2011 年韩国电影《盲症》外，连
导演都是同一个人———安尚勋。
两部影片在内容上基本相同。 对
于这种几乎是照抄照搬的翻拍，
很多影迷表现出难得的宽容，
《我是证人》在豆瓣网的评分达
到了 6.4 分，对于一部偶像剧来
说，这算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

另一部由张猛执导， 张国立、
姚晨主演的贺岁喜剧《一切都好》
也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翻拍片。 电影
其实是翻拍自《天堂电影院》的导
演朱塞佩·托纳多雷 1990 年的作品
《天伦之乐》， 这部电影在 2009 年
还曾被翻拍出美国版，由影帝罗伯
特·德尼罗等主演。

张猛导演透露， 自己之所以愿

意执导这部影片，是因为“一个飞速
发展的社会都会面临父母和子女之
间关系的问题。 我们这么一个大国
家，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所以我们
电影里，加进了包括离家、婚姻还有
性取向的问题，使之更加本土化”。

这两年，正式的翻拍片加起来
不少，但评价最高的却是今年 5 月
15 日公映的《十二公民》，影片由
青年导演徐昂执导， 改编自 1957
年的美国电影《十二怒汉》，该片
曾经在 1958 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
影片等多项大奖。 徐昂的《十二公
民》本土化处理做得很好，跟现实
很贴合，而主演韩童生、何冰等的
表现也得到了很多影迷的认可。
虽然影片的票房相对于 《我是证
人》这样的偶像片来说只是零头，
但是《十二公民》在圈内得到了大
家的一致好评。

明星违法广告案 李金斗等被点名

“007”老矣：口碑票房均无惊喜
《007:幽灵党》已于上周末起在内地上映 ,虽然影片此前备

受期待,但相比于 3.5 亿美元的高投资,首日 1.2 亿元的票房并没
太多惊喜,而其在北美的首周末票房也低于前作《天幕杀机》。

因前作《天幕杀机》的效应,观众对《007:幽灵党》寄予厚望。
不过,影片上映后却没能带来惊喜。 在北美,“幽灵党”的首周末仅
有 7300 万美元,比《天幕杀机》的 8836 万美元还有不小差距 ,同时
影片口碑也很一般,甚至有主流媒体直言这是“有史以来最愚蠢的
一部 007 电影”。 作为本月最强劲的进口大片,这个数字也没有很惊
喜,在今年国产片《港囧》的 1.99 亿元、《捉妖记》的 1.62 亿元面前
明显底气不足 ,更无法和《速度与激情 7》的 3.46 亿元、《复仇者
联盟 2》的 1.86 亿元相提并论。

“幽灵党” 是第 24 个邦德故事, 也是第六任邦德丹尼尔·
克雷格的 007 谢幕电影, 他即将完成自己 10 年的邦德生涯。
克雷格坦言,在《007:幽灵党》拍摄时就已萌生退意,将这部
电影当成最后一部邦德电影来完成。 据《新快报》报道

李亚鹏
醉酒打人

日前，李亚鹏
与好友刘嘉玲、胡
军等人在香港相
聚，吃饭时众人开
心聊天喝酒，但李
亚鹏似乎喝多了，
被拍到离场时醉醺

醺 ， 需要人搀扶走
路。 上车后，他还下车

几次 ，状似要吐 ，但就
在友人要将他再扶到车

上时， 李亚鹏竟出手打了
对方一巴掌，让对方一脸错

愕。
14日， 刘嘉玲宴请好友胡

军及其儿子康康、张叔平以及林
青霞、李亚鹏等人，席间，李亚鹏
不时与张叔平喝酒。 离开时，李亚
鹏在友人搀扶下上车， 但一路上司
机都开得很慢，就怕他想吐。 其间，
友人要将他再拉回车上时，被李亚鹏

突然打了一巴掌。 随后，李亚鹏想再出
手，可因整个人已经醉醺醺，所以没有
成功。 最后，虽然推开友人，但仍被对方
扶回车上，一路开回饭店。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谢娜或上央视春晚

翻拍片也被当成“IP”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本土化做得好票房就好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不是所有的翻拍片都是票房

的保证。今年以来，依然有几部翻
拍片折戟。

7月 24 日，由汤唯、廖凡主演
的爱情喜剧《命中注定》在国内
公映。影片翻拍自 1994 年的美国
电影《我心属于你》，故事发生在
意大利。 为了更加贴近原版的精
神，《命中注定》 把故事搬到了
意大利拍摄。 不过，尽管有汤唯
和廖凡的加盟，这部有着异域风
情的爱情喜剧仍被吐槽为矫揉
造作。 最终票房不到 7000 万元。

今年最惨的翻拍片当属《爱
之初体验》， 影片翻拍自日本电
影《桃花期》，是 2011 年日本的

畅销电影。《爱之初体
验》由滕华涛监制，
张超、 李晓峰、吴
大维等主演，讲的
是一位宅男的爱
情故事。虽然影
片在媒体前
评 价 并 不
低 ， 但上
映 4 天，
票 房 才
315 万 。
对于这
样 的
成绩，
片 方
显 然

难 以 接
受，于是紧
急宣布临时撤
下，改期公映。 目
前， 该片的公映时
间还没有确定。

对于翻拍片在国内大
行其道，有影评人表示，主
要原因还是目前国内创作题
材的匮乏。 记者今年参加北京
国际电影节和上海国际电影节，
在论坛中听到最多的词语就是
“IP（知识产权）”，除了那些
已经有影响力的小说外，已
经在国外取得成绩的经典
影片也是另一种形式上的
“IP”。

有业内人士表示，本
土化的处理是否恰当是
观众对翻拍片是否买账
的一个重要条件。目前来
看，中国观众对于发生
在自己这片土地上
的故事更加感兴
趣，如果故事搬
到了国外，那
还不如去看
好莱坞电影
呢！

据《北
京晚报》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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