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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辑部故事
□ 巩向东

一网打尽时下流行元素———

14

立
□ 池 莉

两代人共读的成长之书———

欧小米与何澈澈互相做
个鬼脸，都没吭声。只有袁帅
噌地站起身，与刘向前脸对
脸。刘向前吓得把后面的话

咽了回去，表面上还要虚张声势，“同事
甲你干吗？你又抢戏？！”

“男一号你入戏太深了，我得给你说
说戏！”袁帅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暗暗
却冲欧小米、何澈澈挤挤眼。

“我现在可是Anney男朋友，对我不
敬，就是对她不敬！”刘向前怕袁帅动粗，

“我是重点保护对象，要是有个好歹，影响
了我们家Anney的计划，你可吃不了兜着
走！小米、澈澈！你们得见义勇为啊！”

欧小米、何澈澈会意地互相使个眼
色，假装冲上来阻拦袁帅，“帅哥，我知道
你冲冠一怒为红颜，一急眼什么事儿都
干得出来，杀人是要偿命的，一失足成千
古恨啊！”

“哥你出手太重，轻则鼻青脸肿破
相，重则出人命！你可千万不能莽撞啊！”

听他们俩这一说，刘向前更慌了，
“袁帅你别……”见安妮出来，刘向前连
忙求救，“Anney！”

袁帅的拳头都伸出去了，见状变拳为
掌，假装给刘向前按摩肩胛，“舒服吧你？”

安妮走过来，觉得可疑，双手抱在胸
前，不动声色地看着。在袁帅按摩下，刘
向前显得很享受，一边向安妮解释：“没
事儿没事儿！我们排戏呢……”

这时，戈玲从自己办公室出来，热情
洋溢地招呼：“来来！咱们说说戏！我发现
自己越来越热爱导演工作了，随时随地
都想给你们说戏！来……”

几天来，戈玲说戏令大家倒了胃口，
一听又要说戏，大家闻言色变，纷纷避之
唯恐不及，就连安妮都找借口躲了。转眼
间，几个人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刘向
前站在原地，兴致盎然地等待着：“导演，
要不您先说我的戏……“

戈玲兴致全无，说话也没好气：“你
没戏了！”说完，戈玲转身也走了。只剩了
刘向前，孤零零站在屋子里发愣。

袁帅必须承认在安妮这里受到了挫
败，好在他知道如何疗伤。中午，欧小米
正敲电脑，袁帅把一杯热腾腾的咖啡摆
到她面前，“妹妹，极品蓝山！”

“都假的！”欧小米神情狡黠，一语双
关。

“这绝对真！”袁帅信誓旦旦，“一哥
们儿从南非世界杯带回来的！我必须奉
献给你！”

“决心不当男一号啦？”
袁帅给自己找台阶，“原来我那是出

于革命人道主义，谁知道她革命觉悟那
么低！还是妹妹你觉悟高，我绝不能再无
视你的存在了，不然我会愧疚终生！”

“攻不下主峰攻侧峰是吧？让我慰藉
你受伤的心灵？我不是创可贴，也不是云
南白药！你就不怕我乘胜追击，在你伤口

上再撒把盐？”欧小米不急不恼，你有来
言，我有去语。

“你狠狠批评我吧！我知道你是恨铁
不成钢！”

“嘻嘻，苦肉计在我这儿可不灵！”
正说着，安妮推门从自己办公室出

来。袁帅一见，故意大声地说给她听：“小
米！晚上咱们去哪儿消遣？鲍鱼还是法国
大餐？随你点！要不咱们先看场秀，然后
参加个Party！当然顶级啦，咱是VIP……”

安妮果然停住脚步望向这边。袁帅
以为收到效果，愈发起劲儿，“妹妹千万
记着提醒我，先去Prada给你选套晚礼
服，咱得光彩照人啊！”

安妮终于说话了：“小米，晚上你有
别的安排？”

“当然啦！”袁帅宣称，“晚上我带她
去看秀！”

欧小米矢口否认：“他说戏词呢！安
妮咱不说好去吃火锅嘛！”

“OK！”安妮转身进了自己办公室。
袁帅自感没趣，呆呆发怔。刘向前却

倍加得意，“现在Anney心里只有我！当然，
这是和我的努力分不开的，Anney说了，我
现在越来越胜任她男朋友了！澈澈，你帮
我算算，最近我桃花运怎么这么旺啊？”

“我帮您算过了。”何澈澈正在摆弄
扑克牌，“您交的好像不是桃花运……”

“那是什么？”
“桃花劫！”

亦池有一段时间特别爱
用“因为”和“所以”。她
说：“因为老师不高兴小朋
友告诉家长，所以妈妈你不

要在我们班批评老师啊！因为所有幼儿
园都是这样的纪律，你有什么办法？”

我愕然。
亦池又自豪地说：“妈妈你看我都

是小红花！”
我心里五味翻滚，又忧又喜。忧的

是这孩子怎么如此逆来顺受呢？过于逆
来顺受是否会导致她失去个人竞争意
识？当然，这是做娘的复杂心思而已。
我也知道孩子如果像我这么凡事较真固
执己见也未必好。倒是眼前喜的成分更
多，我喜的是这孩子小小年纪，面对如
此不合理的苛刻纪律，居然有如此强的
应对能力和包容心态，或许这是更加强
大的个人力量呢。

遇事不慌，善于变通，这是作为一
个成年人的我都难以做到的，三岁的
小亦池够可以的了！仅就“大便”问
题，就足以使她在老师和小朋友面前
显示她的能力、尊严和体面。小亦池
从来没有“出过丑”，小红花开满了
她的园地。

三年多的幼儿园生活，对于小亦池
来说，几乎可以说是辉煌的了。吃饭，
喝水，睡觉，穿衣，料理自己的大小
便，唱歌跳舞做游戏，小亦池样样都能

行。音乐天赋也表现出来，亦池径直走
到老师的风琴前面，就弹出音阶来。幼
儿课本的学习，那些简单的读写算课
程，对于小亦池来说，则完全不在话
下。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超过不少进行
过幼儿早期培优班的小朋友。

我大大松了一口气。亦池在幼儿园
出色的表现，初步验证了我对教育的正
确理解和倔强的实行。我们在日常生活
中坚持实行的三条原则，逐渐变成了我
们的生活习惯。

第一条就是：让小亦池尽情与她的
小朋友相处和玩耍。

一个人最需要学习和适应的，就是
与人的相处。与人相处的能力包括识别
人的慧眼，是人生一辈子的功课。这
门功课如果成绩优异，那么她的生命
就会拥有更多的自如和快乐。这一
点，已经由我自己反证出来。

由于出生于政治运动时期又是被
“革命”和打倒的对象，我自小就怕
人，极其不善于和他人相处。当然，
我侥幸做了作家，无须与他人合作，
可以独自劳动靠自己双手吃饭。可我
不能够指望侥幸也落到我孩子身上，
我孩子不要成为一个孤僻的人，她应
该在人群中如鱼得水，获得更多的收
获和快乐。因此，我的小亦池只要乐
意，她就可以整天和小朋友玩耍。正
如李白的诗词：“妾发初覆额，折花

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至于我
的亦池将来是否有青梅竹马的故事，
那是玩笑了。我希望的是：我的孩子
从小就可以获得广泛的识人与阅世机
会。

第二条就是：顺从孩子与生俱来的
天性，让她在最开放的状态中接受自然
启蒙。

小亦池酷爱大自然，满月以后每天
睁开眼睛，就挣扎着要奔向户外。那时
候我们经常在清早六七点钟就到了水果
湖儿童公园。好吧，既然我的孩子最早
表现出来的就是对大自然的好奇和渴
望，那么我们就首先与大自然交好，就
让我从大自然铺设一条孩子的求知之路
吧。

平常好天气，我们都在户外活动。
我们在公园、在动物园、在长江边、在
湖畔，在草地山坡树林。我们划船。亦
池面对老虎、面对大象，她可以耐心地
守候到与它们目光交接。我们任由小亦
池指手画脚地与动物说话聊天。沿着季
节变化，我陪小亦池看蚂蚁搬家，看蚯
蚓钻地，听各种鸟儿鸣唱，闻各种花朵
的芬芳。蜘蛛的故事，种子与苗芽的故
事，风穿越建筑物的声音，雨落在皮肤
上的感觉，风的漫长旅行，清晨阳光的
美景与黄昏落日的瑰丽，我都带着小亦
池一一领略。

□ 赵琬微

日前有研究报告显示，２０１２年我国海外票房收
益仅为１０．６３亿元，比２０１１年同比减少４８％。在国产
电影票房不断飘红的背景下，为何海外票房连续两
年大幅下降？专家认为，正是由于国内市场火热，一
些电影人追求商业利润，电影品质随之下降，导致

“走出去”遭遇寒流。

海外票房收益大幅下降

２０１２年我国共有７５部影片销往８０多个国家和地
区，海外票房和销售收入仅为１０．６３亿元，比２０１１年海
外营销的２０．２４亿元大幅度滑坡，同比减少４８％，动作
片依旧是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的主打类型。

“２０１２年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乏善可陈，令人担
忧。”《银皮书：２０１２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年度报告》主
编、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黄会林
教授说。

在分析票房等数据的基础上，这份报告还以外
国观众为对象开展了问卷调查。共涉及１０７个国家，
英语、法语、德语等４０种语言的电影受众，共回收有
效问卷１１１７份，受访者主要是各国年轻人以及电影
业内人士。

其中，一项关于中国电影“关键词”的调查显示，
动作片、功夫片、动画片依次是海外观众最喜欢的电
影类型，占到海外票房收入的七成以上。令观众印象
较深的男演员依次是成龙、李连杰和李小龙；女演员
是章子怡，其次是巩俐和范冰冰；张艺谋超过李安、陈
凯歌，排在导演第一位。

“黑马”电影遭遇水土不服

在国内大火、票房超过１２亿元的《人再囧途之泰
囧》在美国却遇“囧”，收入仅有不到６万美元。专家分
析，作为一部公路喜剧类型片，《人再囧途之泰囧》借
鉴了好莱坞大量成功的同类电影的创作手法，在笑料

包袱上融合当下流行的话题，满足了国内观众的心理
期待。但在情节设计上，对国外类型片模仿、借鉴有
余，发展和创新不足，在外国观众看来早已司空见惯，
难以打通与海外观众之间的契合点。

２０１２年，海外票房收入表现较好的电影有《一九
四二》《十二生肖》《消失的子弹》等，但票房都没有过
亿元，与２００９年《赤壁》、２０１０年《功夫梦》超过１０亿元
的海外票房相去甚远。

调查数据显示，海外观众并非对中国故事不感兴
趣，有超过３０％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故事非常有特点，
吸引人。但中国电影情节令他们感到“纠结”，有接近
５０％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电影故事逻辑混乱、难以理
解，编剧和翻译水平有待改进。

呼唤本土特色与人文底蕴

国产电影“走出去”为何愈加艰难？对于众多复
杂的原因，黄会林概括为“薄了创作厚了制作”“薄
了艺术厚了技术”“薄了人文情怀厚了商业利益”三
个方面。相较于过去，中国电影创作既不缺钱，也
不缺技术和设备，很多硬件水平已经达到或接近世
界先进水平。中国电影现在最缺的是创意和人才等

“软件”。
“十多年前，陈凯歌和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在法国

非常受欢迎，但现在所拍的优秀电影没有以前多了。”
法国一位电影资料馆馆长说，电影没必要迎合外国观
众的口味，更应该致力于拍摄具有本国特色、反映当
代生活的内容。

专家认为，在国内电影市场火热的背景下，一些
电影人盲目追求国内高票房和商业利润，缺少人文底
蕴与文化担当，拉低了国产电影的质量，是最近几年
国产电影难以“走出去”的根本原因。

不过，随着国产电影类型日趋多元化、中小成本
电影崛起，外国观众对中国电影观看数量和接受程度
大幅度提高，动画片和喜剧片等类型的电影也更加受
到关注。中国电影行业中的多家民营企业开启了与国
际著名电影公司的合作模式，为未来中国电影“走出
去”奠定了基础。 （据新华社）

马刺狂下“三分雨” 大胜热火36分
单场投进16个三分球创NBA总决赛新纪录

□记者 戴玉亮 报道
本报讯 《300勇士》外传———《300勇士：帝国崛

起》，6月12日发布最新海报，苏利文·斯坦普莱顿饰
演的男主角——— 希腊军队领袖提米斯托克利手持利
剑与盾牌站在高地上陷入沉思，海报背景是翻滚的
血色海浪。与此同时，片方宣布，原定于今年8月2日
在北美地区上映的该片档期推迟至2014年3月7日。

《300勇士：帝国崛起》由《300勇士》导演扎克·施
奈德担任制片人兼编剧，导演是执导过《聪明人》的
诺姆·穆罗。

本片与《300勇士》均根据弗兰克·米勒的漫画小
说改编，小说原名《薛西斯》。《300勇士：帝国崛起》的
故事以史上著名的“马拉松战役”为起点，比《300勇
士》中的“温泉关之战”早10年。

■ 娱乐观察

国产电影“走出去”为何愈加艰难？

□ 本报记者 王 建

6月12日，NBA总决赛第三场第四节还剩6
分49秒时，麦迪再次获得上场机会。上一场，
麦迪出场时间更早，当时马刺队大比分落后，
这一次则是大比分领先，麦迪虽然仍没有得
分，但打得更加潇洒自如。回到主场的马刺队
最终113：77大胜热火队，总比分2：1领先。

麦迪能再次获得如此长的上场时间要感
谢队友们精准的三分球。总决赛第二场，格林
三分球5投5中，本场比赛他的手感仍然火热，
命中了7记三分球，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7分。尼
尔也不甘示弱，三分球10投6中，拿下24分。全
场比赛，马刺队总共投进16个三分球，创造了
NBA总决赛的新纪录，比赛因此很快失去了

悬念。
马刺队能下起“三分雨”，“GDP组合”功

不可没。邓肯的内线单打，帕克和吉诺比利的
突破有效压缩了热火队的防守，为外线投手
们创造了足够的空间。本场比赛取胜后，

“GDP组合”收获了他们联手后的第100场
NBA季后赛胜利。

36分是热火队三巨头组建以来最大的输
球分差。波什和韦德只打出了平均水平，詹姆
斯则大失水准，21投仅7中，只得到15分11个篮
板球和5次助攻，上一场的取胜功臣查尔默斯
一分未得。热火队中只有米勒的数据还能拿
得出手，他三分球5投5中，得到15分。

作为热火队最稳定最强的进攻点，詹姆
斯在总决赛前三场中很少主动进攻，这被认
为是他有意为之，目的是为了激活队友，但老

是这样，詹姆斯的手也凉了，他的数据一场比
一场低。马刺队的防守确实严密，更重要的是
詹姆斯状态不好，第二场和第三场多次出现
进攻犹豫、必进球不进的情况，就连马刺队的
取胜功臣格林也认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出在
詹姆斯自己身上，“我觉得今天不只是我们防
住了勒布朗，也是他防住了自己，在这点上我
们有些幸运。我们都相信他第四战会拿出很
不一样的状态。”

对手相信詹姆斯不会在第四战继续低
迷，詹姆斯也信誓旦旦地表示要调整，“我必
须做得更好，我变好了，球队才会变好。我会
把一切放在胸上，把球队扛在我的肩膀上。我
的队友做得不错，而我今天没有做好我的工
作。”传球队友不给力，自己攻状态又不好，该
怎样调整对詹姆斯来说是个难题。

《300勇士》外传推至明年上映

●美女车模走俏 近年来，随着汽车展销行业的快速发展，美女车模日趋走俏，几乎成为车展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图为6月12日，某美女车模亮相在深圳举行的深港澳国际车展。 □CFP 报道



■ NBA总决赛·第三战

□新华社发
▲北京时间6月12日，热火队球员詹姆斯(左)与马

刺队球员邓肯在比赛中。以下为设计台词：
詹姆斯：下一场，我该怎么打啊，愁人！
邓肯：有我在，这次的总冠军你别想了。

□记者 戴玉亮 报道
本报讯 记者从片方获悉，由彼得·杰克逊执导

的《魔戒》前传第二部《霍比特人2：史矛革荒漠》继发
布首款海报并公布档期后，北京时间6月12日该片又
发布了时长2分08秒的首支预告片，传说中的喷火巨
龙“史矛革”在片尾终于现形。

从预告片看，《霍比特人2》的重要角色集中在居
住于幽暗密林中的木精灵们身上。除英国演员奥兰
多·布鲁姆回归饰演的精灵王子莱格拉斯外，两名新
精灵也如约登场：李·佩斯饰演的莱格拉斯的父亲和
木精灵国王瑟兰迪尔。另外，美剧《迷失》女星伊万杰
琳·莉莉在片中饰演精灵护卫队队长塔瑞尔。塔瑞尔
这个角色原著小说中并没有，是电影的原创，其名字
是彼得·杰克逊根据托尔金创造的精灵语自己创造
出来的，意为“幽暗密林之女”。据悉，这个角色将出
现在《魔戒》前传的第二部和第三部中。

《霍比特人2》喷火巨龙现形

6月12日，澳大利亚队球员吉布森(右)在比赛中
传球。当日，在天津举行的2013中澳国际篮球对抗
赛中，中国队以65比68不敌澳大利亚队。

最后20秒中国队曾一度将分差缩小到3分，但
最后时刻周鹏没能投中扳平比分的三分球，最终，
中国队遗憾告负。 □新华社发

中国男篮3分憾负澳大利亚队

据新华社北京６月１２日电 由范冰冰、李治廷、
丹尼尔·海尼、蒋劲夫、倪虹洁、吴佩慈等主演的喜
剧片《一夜惊喜》１２日在京举行发布会。范冰冰说，
自己近几年演的都是文艺片，新片的角色和之前有
很大不同：“这次我演的米雪是一个很生活化的人
物，对待爱情很执著、勇敢，甚至有些莽撞，还发生
了一些糗事，是一个真实可爱的‘女汉子’。”

据导演金依萌介绍，电影《一夜惊喜》是她前作、
章子怡主演的《非常完美》的升级版，讲述广告公司
的女高管米雪在一场生日派对之后，纠结于多个帅
哥之间的喜剧故事。

金依萌说：“范冰冰饰演的米雪所代表的都市白
领女性，代表着敢爱敢恨、积极向上的当代女性，心
态比较成熟，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事业和人生的走
向，在这个过程中她有喜怒哀乐，我通过想象世界把
它包装起来，希望带给大家惊喜。”

与李治廷等主演喜剧片《一夜惊喜》

范冰冰饰演真实可爱“女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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