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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姚晨晒大肚照

超模凯特·阿普顿登
上最新一期 VOGUE 杂志
封面，她拍摄了一组夏日
泳装写真，身着各色复古
泳装，清新之余，傲人美胸
呼之欲出。
本报综合

Kate Upton

挨刀的
“姜戈”
，
生命力大概一周

《被解救的姜戈》内地重映，
裸露和血腥镜头被处理；影院排片极少，上午场仅两名观众
5 月 12 日是《被解救的姜戈》重映日，但影片在本土各大影院排片场次颇为寒酸，19
家影院仅 79 场。本报记者观看了上午场，但全场只有两位观众。星美国际影城长沙悦方
店市场部经理刘亚鑫坦言，经过停映事件之后，想看这部片子的人大多通过别的渠道看
了，
再加上影片片长过长，
很难排较多场次，估计“姜戈”
生命力在一周左右。

歌迷提问校长答，
能难倒校长就有惊喜

删改 偏血腥和裸露镜头被重新处理

事实上，
“姜戈”复活后面临
极大的排片档期竞争。

4月11日，
“鬼才”
导演
昆汀·塔伦蒂诺执导的影片
《被解救的姜戈》在内地公
映时只放映 1 分钟就被临
时撤片，
首映日竟成了告别
日。5月12日，
解决了
“技
术”
问题的
“姜戈”
重新回到
了内地观众面前，
这一次的
重映颇为低调——影院再
也找不到宣传海报、
排片场
次在夹缝中挣扎、
单场上座
率也低得可怜。表面上
“姜
戈”
是被解救了，
其实它如
今的处境更尴尬。回炉的
影片删了哪些？保留了什
么？这也许是大众最关注
的内容。
本报记者12日上午走
进影院，
影片
“挨刀”
之后其
实并不影响整体观影，
从画
面到配乐再到表现手法，
哪
怕已经熟悉本片的观众，
还
是值得再进一次影院的。
本报记者李芳明 长沙报道

《被解救的姜戈》在北美划分是 R 级，
17 岁以下的青少年必须由父母或监护人
陪伴才能观看。在香港，该片是“第Ⅲ级
影片”，只准 18 岁或 18 岁以上年龄的人群
观看。然而本片在内地上映之前，
“ 一刀
不剪”是最大噱头。据了解，就在停映事
件发生两天之前，该片曾经举行过一次媒
体看片会，几处敏感镜头的描述出现在随
后的报道中，不料 4 月 11 日首映当天，
“姜
戈”
只被解救了一分钟。
一个月过去了，
《被解救的姜戈》解决

谭校长明日来长探营

了“技术”问题，回炉过的影片时长大约为
161 分钟，比之前所公布的 165 分钟内地版
少了 4 分钟——其中，姜戈妻子布隆希达
从加尔文·坎迪农场的热房中被拉出来时
剪掉了露点镜头，这在之前的内地公映版
是没做处理的；同样是重新动刀，姜戈被
家奴史蒂芬抓住之后倒吊起来阉割那场
戏，在这次公映版本里只保留了有遮掩和
交谈的细节。此外，加尔文·坎迪的奴隶
被狗撕咬以及奴隶相互搏斗等数场比较
血腥的情节均进行了删减。

保留 配乐
“混搭”很赞，
画面很暴力

本报长沙讯 6 月 1 日，谭咏麟将在
长沙贺龙体育中心为湖南歌迷奉上 42 首
金曲。据组委会介绍，为了让演唱会尽
善尽美，谭校长将于 5 月 14 日提前来长
沙探营，了解演出筹备进展，并接受歌迷
的提问。
从加入温拿乐队至今，谭校长在歌
坛已叱咤风云整整 40 年。这 40 年里，他
拿过无数的奖以至于不再参加任何带有
比赛性质的晚会节目。他也曾是香港艺
人协会的会长，至今领衔“明星足球队”，
歌坛流传着无数关于他的传说与轶事。
5 月 14 日，谭校长将提前来到长沙探
营，并提供给歌迷朋友提问机会。在谭
校长歌声中长大的你，有任何相关的问
题想提问，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潇湘晨报

文体，或者私信“文体君”；你也可以出有
关校长这 40 年的测试题，考考校长的记
性。当然，问题和测试题最好有一些难
度，不要太大路货，网站一搜即有的问题
请绕行。如果你的提问，能难倒校长，将
有意外惊喜哦。
在所有问题中，
“ 文体君”将根据提
问 质 量 ，选 择 10 个 问 题 由 谭 校 长 来 作
答。其中最佳提问的获得者将获邀参加
5 月 14 日的演唱会发布会，有与校长亲密
接触的机会并将获得校长亲笔签名唱片
一张。
如果你想与谭校长一起度过儿童节，
又还没有买票，
可拨打潇湘晨报热线96360
进行订票，
演唱会门票正在热售中。
记者龚义群

本报长沙讯 5 月 12 日是母亲节，即
将晋升妈妈的姚晨在微博上晒出大肚照，
希望成为合格的母亲，并寄语未来的孩子
“认识自我、灵魂纯洁、平凡而不平庸、勇敢
不失温柔、智慧与谦卑并存”。照片中姚晨
在柔和的灯光下轻抚孕肚，表情宁静地注
视着腹中宝贝。姚晨去年 11 月与摄影师
曹郁在新西兰完婚，并在同年 12 月宣布怀
孕。据悉，姚晨的预产期在今年 7 月。如
今姚晨已经很少公开露面，在家专心养
胎。
记者张磊

NBA战报（美国时间5月11日）
灰熊
步行者

87∶81
82∶71

雷霆（灰熊 2∶1 领先）
尼克斯（步行者2∶1领先）

曼奇尼两周内下课？
本报综合报道 在北京时间 12 日凌
晨的足总杯决赛中，曼城在补时阶段被保
级队威根绝杀，这个冷门直接导致曼奇尼
的帅位岌岌可危。多家英国媒体在赛后
称，曼奇尼将在两周内离开蓝月亮。他的
继任者极有可能是现任马拉加队主帅的佩
莱格里尼，新帅还极有可能把马拉加的天
才中场伊斯科带到英超。

[文体综合]
巴萨提前4轮夺冠

北京时间 12 日凌晨，皇马在西班牙人
的主场只拿到 1∶1 的平局，没能保留住西甲
冠军最后的悬念，巴萨在出征客场前提
前将奖杯收入囊中。
本报综合

大湘网3组选手晋级长沙唱区决赛

5 月 14 日，2013“ 快乐男声”长沙唱区
评委决选将进行节目录制。由潇湘晨报联
合腾讯·大湘网挑选出的 heyboy 组合、石
宇豪、张佳成功晋级决赛。据悉，此次“快
男”长沙唱区决赛的节目录制将采用真人
秀的拍摄方法。此外，12 日，导演组从近
400 名报名人选中，挑选出了 100 位“湘女
郎”
，她们将亲临决赛现场观战。
记者王庆祺

湖南选手晋级青歌赛美声组9强
不可否认，
《被解救的姜戈》在内地公
映之前就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观看，它既不
属于视觉特效大片，也并非商业制作。内
地观众凭什么进影院？仅仅只是昆汀内地
首秀？内地有多少观众知道这个名字？这
一连串的疑问当然不能作为掏腰包的理
由。但如果你极少有在大银幕上体验看西
部片的经历，又或者想听听各种风格的配
乐，
一人一马一枪的配置闯天下，
还是可以
激起心底沸腾的热血，挺酣畅淋漓的。
可以说，片中各种不同风格的配乐为
全片关键情节起到渲染作用，昆汀用配乐

巧妙转换场景，各种剧情发展的关键节
点，配乐总是先行一步，从轻松到紧张，再
从紧张到轻松，都有其转换的影子。影片
所有的配乐包括古老的西部民谣、抒情灵
歌、流行乐曲以及 R&B，甚至有一小段的
说唱，众多音乐类型“混搭”在这样一部类
型杂糅的影片中锦上添花。
而昆汀对暴力美学的呈现更是丝毫
不手软，大段枪火、血浆（严格来说更像番
茄酱）、爆炸等画面充斥眼球，熟悉这位
“鬼才”导演的影迷对这些不会有陌生感，
所以还是不建议带着未成年人观看。

明德
高中男篮
队 员 投
篮。图/记
者刘有志

票房 场次缩水，
恐只能“活”
一周
在时光和豆瓣网评分达 8.5 分的《被
解救的姜戈》，
“ 返场”时机很是不利。据
相关报道称，该片在 5 月 12 日首映内地排
片量不足 10%。以 5 月 12 日为例，本片在
本土共 19 家影院仅排片 79 场，而 13 日这
天恐只有 9 家影院排片 31 场。对比《致我
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钢铁侠 3》
《遗落战
境》这些“占厅王”，
“ 姜戈”只能在夹缝中
苦苦挣扎。
星美国际影城长沙悦方店市场部经

明德中学获全国高中男篮亚军

理刘亚鑫表示，重返内地大银幕的“姜戈”
有人关注但不算很多，
“ 之前影片遭遇停
映事件之后，知道这部片子的人大多都已
经找来看了，并且片子时间太长，一天下
来很难排到较多场次，我估计它的生命力
大概也就是一周时间”。
的确，被解救出来的“姜戈”除了面临
当下同档期热门影片的围攻，在接下来的
5 月 17 日，邓超、黄晓明和佟大为组成的
《中国合伙人》上映，
更将对其造成重创。

本 报 长 沙 讯 5 月 12 日 下 午 ，
2012-13 赛季全国初高中篮球联赛总决
赛的第三场，长沙明德高中男篮主场迎
战六届总冠军清华附中，最终明德男篮
以 48∶64 不敌对手，以 0∶3 的大比分屈居亚
军。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明德男篮

获得的亚军，也是湖南中学生篮球历史
上的最好成绩。
此前在清华大学的主场，明德出师
不利先输一场。5 月 11 日，在明德中学篮
球馆，明德男篮以 65∶68 惜败。12 日再
战，做客的清华附中男篮加强了外线的
防守，实力更胜一筹的他们一直掌控着
比赛，并再获总冠军。
作为现役长沙籍 CBA 职业球员的
罗 汉 琛 ，也 到 现 场 为 明 德 男 篮 加 油 助
威。谈到观赛感受，罗汉琛表示：
“ 看到
这个比赛也会想到自己以前的一些比赛
经历，那时候我也是从中学篮球走出来
的，今天在现场看这些学生打球，以前的
记忆越来越清晰。”罗汉琛认为，明德中
学男篮在湖南中学生篮球队中是传统的
强队，
“ 他们能打进全国总决赛很不容
易，我觉得他们能跟实力超过自己的清
华附中打成这样，已拼尽全力，球员们都
很棒”
。
本报记者曹凌曦 柳宝来

潇湘晨报大厦

邮编：
410004

星城举办音乐科普活动
由湖南爱乐协会举办的公益讲座《音
乐体裁探幽揭秘》将于 5 月 19 日上午 9：30，
在湖南大剧院 4 楼 A 厅举行。讲座通过个
性讲解与演示，让观众现场感悟音乐体裁
背后丰富美妙的精彩世界。主讲人胡伟是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原艺术系主任、资深乐
评家。
记者张磊

鱼莲山，
意在静品
鱼莲山，与饭怕鱼一样，都是长沙花千树餐饮有限公司旗下的
品牌。它在河西奥克斯商业广场的开业，无疑给那些在喧嚣浮华的
都市里寻觅和守望平静的心境的人们增添了惬意的空间。
早在人类诞生之前，鱼就以其畅游于大江大河的方式存在于地

本社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南路 258 号

第十五届青歌赛决赛第二赛期最后一
场比赛结束，经过连续 6 天的激烈角逐，
“27 强”全部产生。由湖南代表队选送的
王传越凭借《我愿把心中快乐倾注》
《今夜
无人入睡》两首歌曲，最终获得 99.17 的高
分，顺利进入美声组 9 强。从 5 月 13 日开
始，青歌赛将展开第三赛期角逐，
“27 强”
选手将争夺 15 个晋级名额。
记者张磊

新闻、广告、发行三线合一

24 小时热线：96360

球了；
而早在十年前，
花千树人就开始致力将饭怕鱼打造为湖南第一
鱼文化品牌；
而这一次将
“鱼”
与
“莲”
“
、山”
组合成一种新的品牌——
“鱼莲山”
，
是看中了
“莲”
的品质：
圣洁，
出污泥而不染，
莲花更是佛心
的象征；更是看中了“山”的巍峨和博大。鱼莲山，充满了禅意，其品
牌底蕴深厚，其装修更是将以上的意象完美地呈现于一枚枚憨厚笃
实的胖胖鱼身上。走进河西奥克斯商业广场三楼的鱼莲山，您可以
看到上百枚这种横看似鱼竖看似青莲再联想一下就是佛舍的构件
了。在这种多元禅意的演绎下，
鱼莲山给人一种十分清静、
闭适和淡
雅的氛围。而这种氛围在浮华的大都市无疑是一方难以寻觅的仙
境；在这里，有数十种来自东江湖的生态鱼肴，供您选择，供您品尝。
有语曰：静品静饮者，必清淡，必静雅。无论您有多大的生活和工作
压力，
只要到鱼莲山来，
静品一道鱼，
静饮一杯绿茶，
您的心灵刹那间
就会得到释放！静品静饮是一种境
界，
更在于您以宁静平和的心境，
尘俗
不侵，
偷得浮生半日闲。
鱼莲山，是长沙闹市中的一座小
岛，
让客人美美地吃上一顿饭的同时，
负重的心灵得以释然——这正是花千
树人的初衷。
（邓杰）
经济信息

零售价：
0.5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