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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6日讯 30年前，
改编自郴州嘉禾籍作家古华作
品的电影《芙蓉镇》上映，让演
员刘晓庆、姜文等一夜成名，同
时电影取景地湘西永顺县王村
也因此改名为“芙蓉镇”名扬天
下，正式跨入中国旅游版图。今
日， 产自于正宗原产地湖南嘉
禾“芙蓉镇”、被称之为电影《芙
蓉镇》姊妹篇的电影《芙蓉渡》
在长沙举行拍摄启动仪式。

嘉禾县石桥镇是当代作家
古华的出生地， 也是芙蓉镇的
原型所在地，古华在这里成长、
学习和创作。1981年， 古华发
表长篇小说《芙蓉镇》，该作品
一经发表就轰动文坛， 获得首
届茅盾文学奖。1986年， 改编
自小说《芙蓉镇》、由谢晋执导，
刘晓庆和姜文主演的同名电影
《芙蓉镇》上映，获得中国电影
金鸡奖等五项大奖。

据了解， 此次将搬上荧屏
的《芙蓉渡》由嘉禾籍作家、退
休检察官郭照光创作。 小说以
嘉禾历史文化为背景， 反映嘉

禾人民在抗日时期如何与进入
嘉禾境内的日本侵略者斗智斗
勇，阻止日军西征的生动故事。
《芙蓉渡》将由潇湘电影集团著
名导演周琦执导， 周琦是有名
的“红色导演”，其代表作有《幸
福中转栈》、《青春雷锋》、《新龙
门客栈》、《湘南起义》等。

虽然珠玉在前， 但周琦对
《芙蓉渡》非常有信心，“我们有
真实的历史背景， 故事非常扎
实，还有嘉禾独特的民俗文化，
再加上现在英雄主义回归，我
们有信心把它拍好。”

据介绍，该片将投入1500
万进行拍摄， 预计明年与观众
见面。为了影片顺利拍摄，芙蓉
镇的原型所在地———嘉禾县石
桥镇已经规划建设“六条古
街”，充分突出展示嘉禾特有的
地理人文风俗。届时，观众不仅
可以在观影中体味抗战酣畅爱
国情怀、还可以品乡土文化、听
伴嫁歌谣、 品尝独此一绝的特
色饮食。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余林钗 林思辰

本报7月6日讯 “浏阳
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
路到湘江……” 随着一首家
喻户晓脍炙人口的《浏阳河》
音乐响起，近日，国内首台在
乡村水上乐园打造的大型水
景秀演出《梦幻水舞间》在湖
南长沙浏阳官渡古镇狂野水
世界谢幕，来自江西、湖北、
广东、北京、上海等地的游客
光着脚观看了表演。

《梦幻水舞间》 由水幕、
灯光、喷泉、激光、焰火等多
媒体技术， 与水鼓舞、 水袖
舞、踢踏舞、桑巴舞等结合，
再糅合高难度的特技表演动
作， 让现场观众在将近一个
小时的演出中如痴如醉。来
自湘潭的游客王先生表示，
观看过很多演出， 打赤脚看
还是头一回，非常新鲜刺激。
游客李女士说， 她从江西开
了将近两个多小时车过来，
开始也只是想着能“玩玩
水”，想不到还能看到这么精
彩的演出。

■通讯员 张义 张由之
记者 袁欣

《芙蓉渡》拍摄启动
湖南要推出原版芙蓉镇？

本报7月6日讯 由姜文导
演，彭于晏、廖凡、周韵、许晴主
演的电影《邪不压正》将于7月13
日上映。近日，电影两位主创彭
于晏、廖凡在长沙进行路演。

据了解，电影《邪不压正》是
根据张北海的小说《侠隐》改编
而成，讲述了民国年间北平江湖
的快意恩仇。电影里既有充满张
力的动作场面，也有令人捧腹的
密集笑点。由彭于晏饰演的李天
然， 是一名身世背景复杂的特
工， 他平时的职业身份是医生，
有需要时便化身“屋顶特工”在

北平江湖飞檐走壁。而廖凡饰演
的朱潜龙，和李天然是相爱相杀
的师兄弟， 在已曝光的预告片
中，两人之间暗流涌动，复仇之
战一触即发。

现场，彭于晏和廖凡以“师
兄弟”互称，两人开启“互夸模
式”，廖凡称拍《邪不压正》最大
的挑战是彭于晏演得太好了，人
又好、戏又好。彭于晏则回应说，
能够与姜文导演、廖凡师兄合作
简直是火花四溅，非常高兴自己
可以加入他们的“荷尔蒙男团”。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林思辰

《邪不压正》长沙路演

本报7月6日讯以“重庆大轰
炸”为背景创作的战争电影《大轰
炸》定档8月17日。今日，影片发
布“血色长空”版制作特辑，其中
有关空战部分的幕后拍摄和全新
正片画面有了一次集中呈现。

《大轰炸》讲述了1938年2月
到1944年12月， 日本侵略者对
重庆进行连续无差别轰炸期间，
重庆市民向死而生、乐观坚强的
抵抗精神以及年轻的中国飞行
员与日本空军展开殊死激战、保
家卫国血洒长空的英勇故事。说
起对角色的理解和拍摄经历，演

员们感触颇深。刘烨表示：“当时
在中国空军飞行员是一个很少
的群体，但在抵抗过程中不失乐
观精神。” 宋承宪坦言：“让我身
心俱疲的是，在对战过程中看到
周边战友战死时的感情戏。”对
于陈伟霆来说，大轰炸这个题材
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有很多拍摄
空战的镜头需要努力去适应克
服。谢霆锋则对于拍摄空战的戏
份有着自己的理解，认为一半是
写实，一半是主创团队为更完美
的呈现画面所添加的细节。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余林钗

《大轰炸》空战幕后曝光

《梦幻水舞间》
湖南浏阳首演

2018世界杯迎来爆冷年， 德国、西
班牙、 阿根廷等豪门球队一个不落遭遇
惨案，早已哼着“离歌”回家了，而徘徊在
二流梯队的球队们却像打了鸡血。7月6
日晚，1/4决赛结束了“死亡”上半区的厮
杀，竞争感稍弱的下半区将于北京时间7
日展开争夺。当“北欧海盗”瑞典队面对

“三狮军团”英格兰队、东道主俄罗斯队
迎来“格子军团”克罗地亚队，哪两支球
队从牌面上看，更具晋级“面相”呢？

■记者 叶竹 实习生 余林钗

英格兰以小组第二出
线，进入1/8决赛，“三狮军
团” 英格兰打破多年点球
魔咒， 以5∶4打败哥伦比
亚， 时隔12年再次晋级8
强。 凯恩创造英格兰单届
世界杯的进球纪录，令对手
胆怯，稳扎稳打的他们显得
十分可怕，本届世界杯是英
格兰最接近大力神的一次。
如果英格兰队能够最终晋
级， 那将是他们时隔28年
后重返世界杯4强。

没有了伊布的瑞典，
本届世界杯小组赛1∶0力
克韩国，1∶2不敌卫冕冠

军德国，3∶0完胜墨西哥，
以积6分3净胜球， 跃居小
组头名出线晋级16强。1/8
决赛，瑞典队最终凭借着福
斯贝里的幸运进球，1∶0力
克瑞士队，时隔24年后再度
杀入世界杯8强。瑞典在面
对实力强于自己的德国、
瑞士时都采取高位逼抢战
术，并没有死守，风格打法
转变。 不过这场面对下半
区唯一的世界冠军———
“快乐足球” 英格兰队，瑞
典到底是让对手继续“快
乐”，还是能让自己“快乐”
呢？

俄罗斯世界杯1/4决赛下半区硝烟燃起

谁更“快乐”，谁更“黑马”

俄罗斯VS克罗地亚
看谁更“黑马”

瑞典队VS英格兰队
谁赢得“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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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主俄罗斯小组赛揭幕
战5∶0大胜沙特队，3∶1战胜埃
及，0∶3不敌乌拉圭， 以小组第
二出线。1/8决赛，东道主俄罗斯
面对强大的西班牙队，凭借着强
劲的防守，将比赛拖入到点球大
战，最终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西
班牙， 爆出了一个不小的冷门，
也创造了俄罗斯足球历史。论实
力， 俄罗斯在八强中并不拔尖，
不过能够走到八强说明实力不
容小视， 再加上其主场作战，面

对克罗地亚一点也不虚。
克罗地亚小组赛第一战

2∶0完胜尼日利亚，第二战上演
黑马本色，3∶0斩落夺冠热门阿
根廷， 最后一战2∶1绝杀冰岛。
1/8决赛和俄罗斯经历一样的点
球大战，最终4比3淘汰丹麦，惊险
进入8强。队中的皇马发动机莫德
里奇发挥格外出色，拉基蒂奇、曼
朱基奇也可圈可点。 不过考虑到
东道主兼黑马光环加身， 这场对
决格子军团晋级并不容易。

连连看 ▲
▲

▲俄罗斯
的黑马光环会
持续闪耀吗？

新华社 图

▲ 英 格
兰能快乐地
进入四强吗？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