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25日讯 昨日，
产子归来的黄圣依宣布签约
新公司诚利千代娱乐集团，老
公杨子现身力挺，她表示结婚
生子是人生的必经之路，现在
重返工作，是为了和大儿子有
更多内容的交流，给孩子做榜
样。黄圣依自幼学习钢琴，发
行过音乐EP， 也在央视春晚
演唱过《天天向上》和《森林
舞会》。重新出发，黄圣依打
算从音乐开始，“音乐无国
界，在我看来，音乐是与世界
对话最好的方式。”

■记者 袁欣

本报9月25日讯 陈小春
外冷内热的教育方式和儿子
又爱又怕的样子，成为芒果TV
《爸爸去哪儿5》最受关注父子。
昨日， 陈小春接受了三湘都市
报记者的采访。子承父业，在哪
个行业都是常态，然而，陈小春
却连连称，“不希望儿子进娱乐
圈，真的太累。”

上节目之前，陈小春与儿
子仅单独相处过一次。他之所
以参加《爸爸去哪儿5》，是因
为太太应采儿。看到其他明星
爸爸上节目之后都有改变，应
采儿就激励陈小春：“给个机
会你， 好好跟你儿子去交流一
下。”节目中，陈小春脾气急躁、
儿子则是慢性子，两人产生了
不少笑点。对此，陈小春幽默
承认自己在参加“爸爸变形
记”， 表示会努力变成一个温
柔体贴的爸爸。 ■记者 袁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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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演员“绑架”剧作 明星片酬禁超总成本四成

《人民的名义》总监制长沙谈“限酬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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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9 月 25 日 讯 今
日，记者得知 ，由“潘礼平
团队 ”执导 ，周漾玥 、钟宝
儿、 释小松等主演的小戏
骨《红楼梦之刘姥姥进大
观园》将于10月1日在湖南
卫视首播。

在很多人看来，《红楼
梦》不宜小孩子来拍，故“潘
礼平团队” 只以刘姥姥进大
观园为主线，串起几个故事。
“我们想把它做成一部小孩
读红楼的启蒙作品。 通过演
绎的方式， 似乎更能让孩子
接受传统文化， 想办法用中
华民族优秀的东西滋润小孩
子。”潘礼平说。

据介绍， 剧组还请了专
门的礼仪老师来指导孩子
们在剧中的一举一动 。另
外，87版《红楼梦》中贾宝玉
的饰演者欧阳奋强也给孩子
们进行过指导。小戏骨版《红
楼梦》的音乐和服装，也是接
受了87版《红楼梦》音乐作曲
王立平、 服装设计史延芹的
建议。

■记者 袁欣

本报9月25日讯 近日，
湖南省第八届全民健身节
在“银城”益阳举行。本届健
身节是益阳市规格最高、规
模最大的一次群众性体育
盛会， 由湖南省体育局、益
阳市人民政府主办。 据了
解， 本次活动共设有游泳、
广场舞、跆拳道、攀岩和城
市定向越野等17个项目，涵
盖了老中青各个年龄段，吸
引了全省14个市州2万多名
选手报名参与。其中，大部
分项目在9月23日至24日进
行，体育舞蹈、跆拳道和网
球项目将在国庆节期间举
行。

■记者 叶竹

本报9月25日讯 在山雾弥漫的
高山林间， 经过山地自行车、 越野
跑、楼降、溜索横渡四个比赛项目考
验，24日，为期两天的“熊爆”2017·
中国大熊山户外精英挑战赛在湖南
省娄底市新化县大熊山国家森林公
园落幕。 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
各地的45支团队近200名户外爱好
者参赛，总奖金高达30万元。最终
来自贵州的黔东南户外队以7小时
14分32秒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队、“蚩尤部落”
户外俱乐部分获第二、三名。

■记者 叶竹

本报9月25日讯 在烈日高温
下，24日上午，2017年“我爱足球”
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湖南赛区海选
决赛五人制青年组的最终争夺在娄
底市体育中心足球场“点燃”。经过
近一个小时的激烈角逐， 株洲二中
最终赢得了五人制青年组的冠军，
麓山国际和益阳十三中分获第二、
第三名， 湖南省体育局副局长杨再
辉为冠军队伍颁发了奖杯。据悉，湖
南赛区决出的6个组别的冠军晋级
将于10月至11月举行的大区赛，全
国总决赛将于11月底举行。

■记者 叶竹

“我爱足球”点燃娄底

全国户外精英
玩转大熊山

■记者 袁欣

本报9月25日讯 日前，
有关部门发布《关于电视剧
网络剧制作成本配置比例的
意见》，要求全部演员的总片
酬 不 超 过 制 作 总 成 本 的
40%。昨日，在“新粉丝 新流
量” 第二届全国演艺影视新
品发布会暨湖南国际频道
《我是角》 节目录制现场，记
者见到了《人民的名义》总监
制、总发行人李学政，对于“限
酬令”， 他认为，“限酬只是手
段，培养新人才是办法。”

“限酬令”
片酬不能超总成本40%

近两年， 演员天价片酬
屡上报端，很多电视剧当中，
演员片酬要占到整个制作成
本的一半， 甚至三分之二，一
部戏一个演员能拿到上亿元
片酬。致使剧组不得不在后期
剪辑、特效制作等环节大幅缩
减开支，甚至面临捉襟见肘的
局面。事实证明，仅靠一两个
大明星的颜值和表现，很难弥
补整部剧成本压缩和粗制滥
造的不足。 更为严重的是，一
些演员拿着高片酬却常常“出
工不出力”， 有些演员甚至表
演随意，全部的台词依靠后期
配音来对口型。这样巨额的投
入，并不值得。

这次，在《关于电视剧网
络剧制作成本配置比例的意
见》中，给出了片酬占比的意
见。 全部演员的总片酬不超
过制作总成本的40%，其中，
主要演员不超过总片酬的
70%， 其他演员不低于总片
酬的30%。

24日， 湖南省经纪人协会、造
星纪新艺人成长平台主办的第二
届全国演艺影视新品发布会上，有
包括《人民的名义》在内的30多个
剧组现场参加，主办方还就打破明
星天价片酬， 建立新艺人成长平
台， 创造新粉丝·新流量的新格局
进行探讨。

《人民的名义》总投资在1.2亿
元左右，但所有演员的总片酬却只
有4800万元，占比不到总投资的四
成，达到了影视制作的黄金比例，成
为限酬的典范。

李学政还以自己为例提出了
建议，“在《人民的名义》中，我客串
的王文革的角色虽然戏份不多，却
‘火’了一把，还有其他剧组想找我
演戏。 我觉得只有多培养演员，让
所有的一线明星变成二三线，演员
绑架不了剧，这个片酬就会自动降
下来。” 李学政对当日录制的
《我是角》 节目赞不绝口，
“这个思路是对的， 让普
通演员真实对接影视剧
选角， 培养出更多的新
人。” 据介绍，《我是
角》 的录制从今年9
月到12月，每月
一期，总计4期，
将在湖南国
际频道播出。

业内人士
不能让演员绑架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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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5日讯 近日，“隐匿
的自我———石劲松作品展” 于湖南
省谭国斌的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
本次作品展由湖南省美术家协会、
湖南省中国画学会、 湖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主办，参展作品包括“南方
云雨的描绘” 系列、“池中物·绿”系
列、“昔山系列”、“千年学府岳麓书
院”等80余件作品。

石劲松作为70后青年， 他的作
品有着清晰的个人的面目， 他的视
觉表达能让人看到其自我真诚的内
心的思考。据悉，本次展览将展至11
月23日。 ■记者 吴岱霞

石劲松作品展开幕

热门剧在引来观众追捧
的同时， 也引发业界对流量
明星们天价片酬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