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连看

第二届(南充)国际木偶艺术周闭幕
《留守大山的孩子》
获“最佳剧目奖” 本报 6月7日讯 昨日下午，纪

录片《内心引力》 在长沙举行看片
会， 导演施秋荣与银幕外创业者以
及现场观众互动交流， 激励当下创
业者重视内心力量， 把喜欢做的事
情做成事业。

影片讲述了8位国内独立品牌
创始人的真实创业故事，通过将他们
在创业道路上， 无论处在怎样的境
况，都不曾退却的奋斗过程搬上大银
幕，鼓舞无数准备创业与正在创业的
人要跟随自己的内心引力前行。

将一部小众纪实电影推送到大
银幕对导演施秋荣来说是一件有挑
战的事， 他说：“尽管我们的经费不
充裕，但历经四年的长途跟踪拍摄，
让我深切体会到了创业者坚持不懈
对我们内心的鼓舞， 再加上点映时
观众的热烈响应， 推动着我们去完
成这件事。”

■实习生 毛曦蔚 莫楚宁
记者 袁欣

《幸福的理由》
打造音乐治愈剧

本报6月7日讯 为纪念《异形》
上映38周年， 昨晚， 二十世纪福斯
电影公司出品的《异形：契约》在长
沙提前10天点映。有观众观影后说：
“这是一部让我害怕到捂住眼睛却
忍不住偷偷从指缝里看的电影，真
的超级棒，最后的结尾出乎意料。”

雷德利·斯科特拍摄的科幻电影，
几乎每一部都成为了里程碑式的作
品，他拍摄的非科幻作品《角斗士》，一
举拿下第73届奥斯卡包括最佳影片在
内的五项大奖。对于《异形：契约》，雷德
利·斯科特说，“《异形》是1979年拍的，
一共有三部， 他们没有问到底是谁创
造了这个怪物呢？人是从哪里出来的？
我想到要用这样一个方法即前传的方
式呈现出来，所以会在《异形：契约》里
头回答这个问题。”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毛曦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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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7日讯 今日， 记者得
知，钟汉良、乔振宇、王晓晨等主演
的现代治愈暖情之作电视剧《幸福
的理由》正在热拍，这是一部寄情音
乐、 敲击心灵的原创音乐治愈题材
电视剧。

人们因不同的地域、 语言而产
生距离， 却可以通过优美的音乐旋
律而产生共鸣， 人们更喜欢将自己
喜怒哀乐的情绪寄托在音乐上。《幸
福的理由》 恰恰抓住了这一点并另
辟蹊径，以音乐作为全新的切入点，
向观众传递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讲述了由钟汉良饰演的音乐天才因
听障遭遇命运滑铁卢，在爱情、亲情
之间迷惘时勇敢面对， 选择真爱并
最终收获完美人生的故事。据介绍，
该剧以“真”贯穿整部作品，可以让
观众仿佛置身在音乐会的现场和真
实的商业职场情境当中。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莫楚宁

本报6月7日讯 今日，
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众项目笼
式足球湖南省代表队出征仪
式在湖南省人民体育场进行，
仪式后，出征队伍即刻奔赴武
汉参加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众
项目笼式足球比赛预赛。

本次有男、 女运动员共
26人组成湖南代表队出征全
运会。出征仪式上，省体育局
副局长熊倪作了动员讲话，
鼓励队员发扬“吃得苦、霸得
蛮、耐得烦”的湖湘精神，赛

出湖南代表队的风格和水
平。据介绍，本次预赛湖南被
分在C区，与贵州、江西、香港
和湖北同在一组。届时前两名
队伍进行赛区附加赛，获胜球
队将获得参加7月6日-12日天
津全运会笼式足球全国总决
赛的资格。

在8日的第一个比赛日
中， 湖南男队将在上午对阵
江西队， 湖南女队将在下午
对阵贵州队。

■记者 叶竹

本报6月7日讯 昨晚，四
川南充举行了“第二届 (南充)
国际木偶艺术周”闭幕颁奖晚
会，由湖南省木偶皮影艺术保
护传承中心创排的大型木偶
剧《留守大山的孩子》震撼南
充，荣获“最佳剧目奖”、“优秀
表演奖”、“舞美灯光设计奖”
三项大奖！

“中国南充国际木偶艺术
周”每三年举办一次， 此次艺
术周共有来自境外21个国家
和地区的25支艺术团、国内18
个省市的21支艺术团共同参
与，可谓木偶皮影界的艺术盛
会。艺术周期间来自国内外46
支艺术团体进行了150余场交
流演出和惠民展演，为观众献
上了一场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展示了木偶皮影艺术魅力。
《留守大山的孩子》 是一

部反映大山里的留守儿童学
习、生活和面对困境能自强不
息的现实主义题材的故事，讲
述了大山孩子刘佳在救助国
家二级保护鸟类———白鹇的
过程中，领悟到美丽的家园需
要有志者坚定守护， 于是，她
放弃了跟随母亲到大城市生
活的愿望， 毅然留在家乡。该
剧历经三年创作和排演，经历
了6次打磨， 全体创作人员多
次深入贫困山区采风和体验
生活， 打造出一部具有思想
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正
能量经典力作。

■记者 吴岱霞
实习生 毛曦蔚 莫楚宁

此消息一出， 吃瓜群
众炸锅了， 不过评论中大
部分网友对净化网络环境
表示欢迎。“Julin--琳 ”
说，“早就应该这样， 正确
的舆论引导很重要。”还有
网友主动举报未在关闭名
单内的八卦号，“对老百姓
特别是年轻人的价值观、
道德观带来了很大的负面
影响！还有好多经常造谣、
传谣的营销号， 建议一起
封了。”

但是也有部分网友表
示担扰，“叫崩了” 说，“声
誉是人的第二生命。 尤其
是公众人物， 形象和声誉
对他们太重要了， 八卦对
明星有一些震慑作用。而

且封闭八卦账号难根治，
他们同样会通过其他平台
方式来进行。”

确实， 网络言论已经
对社会生活产生了越来越
大的影响， 明星八卦阅读
量动辄数亿， 每次都能引
发全社会大讨论， 同时也
让大众对于狗仔是否侵犯
他人隐私和名誉权产生了
许多质疑， 在互联网低成
本、高速度传播的背后，对
于言论的把控和尺度问题
成了眼下的关键。 相信网
信办此次卦号行动， 能对
净化网络环境起到积极作
用。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毛曦蔚 莫楚宁

网信办遏制追星炒作，七大网站依法关闭60个违规追星账号

卓伟被封，八卦圈的“半壁江山”倒了
本报6月7日讯“印小天遭骗婚”的新闻还在各网络平台

发酵，但今日下午，爆出此料的“中国第一狗仔卓伟”的微博却
打不开了。据“网信北京”微信公众号消息，为遏制渲染演艺明
星绯闻隐私、炒作明星炫富享乐、低俗媚俗之风等问题，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 网站内容管理规定及用户协议关闭了一批违
规八卦账号。

当日下午， 有不少网
友发现， 一批八卦大号通
通“消失”不见了。

“第一狗仔卓伟”的微
博号现已显示被注销，微
博上残留的只剩卓伟的高
仿号或者说“小马甲”。点
进百度上的卓伟微博链
接，显示该账号异常，无法
访问。卓伟团队的“全明星
探”(风行工作室)微博已被
清空。 连从原风行团队脱
胎出来的“Go硬工作室”
账号也显示无法搜索。

除了卓伟，“名侦探赵五
儿”、八组兔区等八卦自媒体
微博内容也统统被清空。

随后，“网信北京”微
信公众号发布消息， 北京
市网信办指出，2017年6
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网络安全法》规定：任
何个人和组织不得利用网
络从事侵害他人名誉、隐
私、 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
权益等活动， 网络运营者
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
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
的信息的， 应当立即停止
传输该信息， 采取消除等
处置措施。7日下午， 北京
市网信办依法约谈微博、
今日头条、 腾讯、 一点资
讯、优酷、网易、百度等网
站，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网
站内容管理规定及用户协
议关闭了“风行工作室官
微”、“全明星探”、“中国第
一狗仔卓伟”、“名侦探赵
五儿”、“长春国贸”、“娱乐
圈揭秘”等60个违规账号。

一批八卦号突然被封号

网友叫好，称正确舆论引导很重要

全运会笼式足球湖南队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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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引力》鼓舞创业者

事由

声音

网友称卓
伟是“令整个
娱乐圈都颤抖
的男人”。

上个月，
卓伟爆出白百
何出轨， 引发
轩然大波。

印小天结婚照，这两天他的骗婚门事件在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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