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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档原因各不改档原因各不同同
近年来电影改档不在少数，但改

档的原因则各不相同。
躲避劲敌?最常见的就是原来的

档期遇到劲敌，为了票房考虑，不少
电影选择避开竞争，改档上映。

充分利用节假日?为了迎合某个
节假日也是电影改档原因之一。在
节假日看电影非常应景，更能提起大
家的消费兴趣，因此，节假日通常是
电影上映最热门的档期之一。

以今年“中秋档”为例

此前暑期档票房失利，片子又扎
堆上映，让不少原本也渴望挤进这一
档期的电影见势不妙，纷纷“逃离”；
而与暑期档最为接近的节假日档期

“中秋档”拥有三天假期，相较于接下
来的“国庆档”又相对竞争较小，这也
成为电影的改档首选。 （本报综合）

即将于9月9日上映的好莱坞喜剧电影《九
条命》，日前发布了终极预告片。片中喵星人

“毛裤先生”展示了其温柔暖心的一面，直戳网
友心底。该片由奥斯卡金球奖双料影帝凯文·
史派西、克里斯托弗·沃肯、詹妮弗·加纳等好莱
坞一线明星主演，为影片增添了不少期待值。

影片讲述了身为“霸道总裁”的男主角突
然中了魔咒，变成了一只宠物猫，闹出了一系
列爆笑的故事。终极版预告片却画风突变，男
主角在不断折腾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对女儿、
妻子的忽视和亏欠，于是希望努力重新找回和
家人之间的感情，甚至不惜用自己的“九条命”
去换，这个过程被认为是“从一只开心果变成
暖心老爸”，直戳网友泪点。

爆笑喜剧《魔法老师》明日公映

英国笑星搞怪到底

由英国知名喜剧导演特瑞·琼斯执导、“英
国喜剧怪咖”西蒙·佩吉、凯特·贝金赛尔联袂主
演的爆笑喜剧电影《魔法老师》将于9月9日全
国公映。片中，奉献诸多经典爆笑角色的西蒙·
佩吉首次爆笑演绎“懒癌患者”，将小人物的内
心世界表现得逗趣生动，赢得许多观众共鸣。

戏中，普通中学老师尼尔无意中他被外星
人选中，由此获得超能力，他惊讶地发现，自己
只要挥挥手就能解决问题，变得无所不能，自
此，他开启了一段小人物的奇幻爆笑之旅。《魔
法老师》通过搞怪的画风，和天马行空的剧情
设定，赢得不少观众的一致好评。而在该片独
挑大梁的西蒙·佩吉，通过其浑然天成的喜剧
本色，将影片中尼尔的“懒”演绎得淋漓尽致。

《爱情万万岁》昨晚开播

刘涛再演职场女强人

由刘新执导，刘涛、张凯丽、黄觉、韩童生、
叶祖新等主演的都市情感戏《爱情万万岁》昨晚
在浙江卫视开播。

该剧讲述了金家一家四口人、横跨两代人
的情感故事。刚拿下《跨界歌王》总冠军的刘
涛为新剧献唱片尾曲。

戏中，刘涛饰演的角色曾经有过一段婚
姻，再婚之际同时面对“凤凰男”和多金帅哥的
追求，选择艰难。值得一提的是，刘涛在《欢乐
颂》之后又一次上演女强人，从商业精英安迪
变身为医生，但同样有个性、有胆识、性格直
率、脾气火爆。导演刘新表示，角色性格和刘
涛本人非常吻合，“她处事像个男人，非常仗
义、爷们”。 （本报综合）

才躲开劲敌 又遇到强兵
13部电影扎堆中秋

《《反贪风暴反贪风暴22》》海报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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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改档考验
电影人的智慧

电影市场面临残酷
竞争，众多电影同档“厮
杀”，导致大批电影排片
空间受到大幅挤压，甚
至有不少质量不错的电
影，因为选错档期，最终
只能在影院上演“一日
游”，非常可惜。因此，
选择一个合适的档期，
对于电影的票房来说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因为改了
一个好档期，最终取得
市场成功的成功案例不
在少数。要不要改档？
改到什么时候？考验着
电影发行工作者的智
慧，也考验着大家对这
个市场的诚意。改档除
了商业票房上的考虑，也
可能饱含着一个创作者
对于自身作品的尊重。

然而，改档只是一
种手段，它也许会对票
房有利，但只有品的质
量，才是决定这部电影
价值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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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分析

《九条命》曝终极预告片

影帝史派西变暖心老爸

影视时评

《海豚湾》是一部我看过而且坚持看完的
纪录片，影片拍摄于2009年，由路易·西霍尤
斯执导。影片讲述在著名的海洋哺乳类动物
专家的带领下，一群动物保护人士冒着生命
危险、突破重重阻碍走进了一个海湾，深入现
场，记录下大量海豚被人为屠杀的血腥场面。

在日本本州岛最南部的和歌山县，有个
叫太地町的小村镇，面朝太平洋，三面悬崖

高耸。表面上看，小镇处处标榜着对鲸类动
物的喜爱：镇中心树立着微笑的鲸鱼模型，
渡船粉饰成海豚的造型，地上石板印有拟人
的海豚形象……这里包装得好像一个主题
公园，然而背后，却暗藏杀机。

每年，数以万计的海豚经过这片海域，
他们的旅程却在这里戛然而止。渔民们将
海豚驱赶到靠近岸边的一个地方，来自世界

各地的海豚训练师挑选合适的对象，剩下的
大批海豚则被渔民毫无理由地赶尽杀绝。

影片中，海豚训练师理查德·贝瑞让更
多的人喜欢上了海豚，但是，一头海豚的死
让理查德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从此，他
用了35年的时间，致力于拯救海豚。他和他
的摄影团队想方设法潜入太地的海豚屠杀
场，只为将罪行公之于众，拯救人类可爱的

朋友。
屠杀开始后，蓝绿的海水瞬间变成触目

的红色，亲眼看着孩子、父母被屠杀，海豚的
哀叫从有到无，海豚的尸体在水中浮动。

如今在网络上，人们也经常会看到，一
些人拍下捕杀野生动物的视频和照片，然后
放在网上，希望吸引大家的关注，但最后都
获得大家的一致声讨。

影片向人们重重敲响了一记警钟。受
利益驱使，万千上万的野生动物正在人们的
视线里，走向灭绝的危险境地。与其感慨，
渔民们为何要捕杀海豚这么可爱的生物，不
如做些实际的事情。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对于野生的动
物，我们唯有了解、关心它们，采取实际行动
保护它们，这些生命才会有希望。

拒 绝 伤 害
——观《海豚湾》有感

○朱亚平

片方调整思路改档期

今年暑期档电影扎堆上映，票房口碑都没有太大
突破。这也让原本预计暑期档上映的电影调整思路，
重新考虑上映日期。其中，几部电影纷纷改档到中秋
节，看中的正是其一连三天的假期优势。

由刘镇伟执导，韩庚、唐嫣、吴京、莫文蔚等主演的
《大话西游3》先后两次经历改档，最终确定于9月14
日中秋档上映。

原定于暑期档上映的麦兜新作——《麦兜·饭宝奇
兵》则延迟到9月15日中秋档上映，该片原本与另一
部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动画电影《哆啦A梦》档期“撞
车”，考虑再三片方决定退出这场激烈竞争。

犯罪类电影《追凶者也》则改档到9月14日上映。
影片是曹保平导演继《烈日灼心》后的全新作品，刘烨、
王子文等倾力出演。值得一提的是，同一档期还有刘烨
主演的另一部电影《我的战争》，这部电影同样经历了一
次改档，最终尘埃落定于9月15日全国公映。

档期仍拥挤 类型很丰富

今年，中秋节与国庆节双节之间相隔较远，两个档
期也出现明显分割。因此，今年中秋节假期格外拥挤，
竞争依然非常激烈。

9月14日就有《大话西游3》、《反贪风暴2》、《七月
与安生》、《追凶者也》、《夺路而逃》五部电影上映。这
几部电影无论从演员阵容到影片质量都颇具看点，其

中，《大话西游3》、《反贪风暴2》、《七月与安生》、《追凶
者也》四部今年中秋档最为重要的电影同天上映，可谓
竞争非常惨烈。到了9月15日更是有《麦兜·饭宝奇
兵》、《我的战争》、《一条叫王子的狗》等7部影片抢占
排片，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到了9月16日则只有《击
战》一部电影上映。

今年中秋档电影类型非常丰富。其中，《大话西游
3》、《七月与安生》等爱情电影占据较大比重，《反贪风
暴2》、《追凶者也》等犯罪类题材也不乏其中，此外，
《麦兜·饭宝奇兵》和《神兽金刚之青龙再现》等动画电
影则与中秋节合家欢气氛更为应景。

新生代vs中坚力量

从主创方面来看，今年中秋档也是新生代与中坚
派之间的较量。《大话西游3》的刘镇伟；《七月与安生》
监制陈可辛、《追凶者也》曹保平都是中坚派；而《七月
与安生》则是年轻导演曾国祥第一部独立执导的电影；
陈可辛在谈到为何不自己执导《七月与安生》时坦言，
自己这个年纪已经拍不动青春电影了：“所以我决定做
监制，找一个跟我很像，但又更年轻、更能跟80后、90
后有共鸣的导演来执导。”

而在演员方面，《我的战争》及《追凶者也》的男主
角刘烨是演技派里的中坚力量，目前已经是“金马”、“金
鸡”、“金爵”“三金”最佳男主角。而《七月与安生》里的
两位主演马思纯与周冬雨则是近年来备受欢迎的“小花
旦”。双方到底谁能胜出？不妨让我们拭目以待。

《《七月与安生七月与安生》》海报海报 《《我的战争我的战争》》海报海报

《《追凶者也追凶者也》》海报海报

《《麦兜麦兜··饭宝奇兵饭宝奇兵》》海报海报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
年)》，加快质量强市建设，增强全社会质量意识，争创湖北省

“质量强市示范城市”，赤壁市质量强市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决
定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赤壁市“城市质量精神”表述语。

一、征集时间
从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6年9月15日。
二、征集要求
1、主题：突出赤壁市城市特色和质量强市理念。
2、内涵：以质量为主题,展现赤壁城市底蕴和城市质

量特征，同时具有鲜明的倡导性,充分反映赤壁市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成就,扩大赤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3、格式：“城市质量精神”表述语要求言简意赅、寓意
丰富、朗朗上口、便于宣传(原则上不超过12字)，同时需提
交“城市质量精神”文字解释说明，字数不超过500字。

4、版权：投稿人须保证所投稿件为原创，不得侵犯他
人著作权或所有权，否则后果自负；稿件一经录用，其所有
权、修改权和使用权归市质量强市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所有。

三、征集方式
1、征集作品可通过电子文档或纸质递送两种形式投

稿；可个人报送或集体统一报送，作品数量不限。
2、应征稿件应注明“赤壁市城市质量精神征集活动”

字样、联系人姓名、身份证号码及联系方式。

四、评审方式
赤壁市质量强市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将组织专家对征

集的作品进行评选，经赤壁市政府批准后，确定最终获奖
名单。

五、奖励方式及说明
1、本次城市质量精神征集活动设录用奖1名、入围奖

3名。
2、城市质量精神录用奖奖励人民币5000元、入围奖

各奖励人民币1000元；
3、所有提交的作品无论采用与否，恕不退还；
4、经采用的作品由主办方统一安排用于公益宣传；
5、本公告由赤壁市质量强市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

解释。
六、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赤壁市质量强市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赤壁

市质监局）
联系人：邵新华 联系电话：0715-5356359
电子邮箱：cbzlqsb@163.com
邮寄地址：赤壁市河北大道222号
邮政编码：437300

赤壁市质量强市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9月1日

赤壁市“城市质量精神”有奖征集公告
日前，通城县住建局建工局长何永辉率节能办和

当地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企业代表等一行10余人，
来市直就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进行考察学习。

考察组一行先后来到咸宁科技学院学生宿舍楼
太阳能光热应用项目、碧桂园别墅太阳能光热应用项
目、咸宁碧桂园温泉城林溪二期1#、2#楼太阳能工程
项目和新华清苑（一期）太阳能光热应用项目，实地调
查了解市直在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方面的
实施情况。并对市直在示范区内将太阳能利用系统
与建筑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同时投入
使用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了解。

何永辉局长表示：在下一步工作中，通城县将继
续加大宣传力度，加强业务人员专业技能培训，进一
步完善制度管理体系，形成建设、监测、维护管理的长
效机制。按照“积极稳妥、因地制宜”的原则，做好通
城县可再生能源建
筑应用工作，大力
推进可再生能源建
筑应用工作规模
化、常态化发展。

通城县建工局

考察学习市直可再
生能源建筑应用工作

咸宁市墙体材料革新与建筑节能办公室协办
地址：咸宁大道168号市住建委七楼 电话：8255137

建筑节能
圆低碳居家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