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孙俪、陈晓、何润东、任重、胡

杏儿、俞灏明等主演的传奇剧《那

年花开月正圆》 正在江苏卫视热

播。剧中，以歌手身份出道的俞灏明

在剧中的精彩演绎令观众刮目相

看， 气场丝毫不输戏中其他的实力

担当。随着剧情发展，他饰演的杜明

礼俨然成为周莹的最大对手。 作为

剧中的反派， 俞灏明更坦言自己不

怕被黑， 期待看到观众对其饰演角

色的反面评价。

剧中， 杜明礼对于猜透吴聘回

礼暗喻之事， 直截了当表明立场：

“整死他” ，观众看后纷纷表示被俞

灏明惊艳到。对此，一向以阳光形象

示人的俞灏明笑言自己系“本色出

演” ， 对于能够饰演杜明礼这一角

色也相当珍惜。 也表示自己不怕被

黑，“我特别希望他们这么做，因为

这能让我特别直观地感受到我演这

个角色是演得好的， 他们入戏了才

能忘掉俞灏明这样一个身份。 ”

本报记者 胡亚妮

俞灏明不怕被黑

《那年花开月正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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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由贵阳市公安局

云岩分局出品， 唐煌执导的微电

影 《72 小时》 在筑城举行首映

礼。该片根据打拐真实案例改编，

讲述公安干警三天三夜不眠不

休， 破获一起大型拐卖儿童案件

的事迹。 扣人心弦的情节在展现

公安干警的智慧与骁勇的同时，

也提示家长要加强防范意识。

10次修改剧本

首映礼当天，20 分钟的微电

影《72 小时》以极强的节奏感推

进情节的发展， 在演员自然而放

松的演绎中， 将这个由真实案例

改编的打拐故事展现在大银幕

上。人贩子的阴险狡诈、公安的争

分夺秒， 正反面的人物都刻画得

入木三分。

导演唐煌告诉记者， 该片在

开拍前曾 10次修改剧本。“我们

之前做的剧本很‘电影’ ，一直打

动不了云岩分局。 后来我们就用

他们的真实案例做分析， 将内容

做得更接地气。我们的第 11稿剧

本一次就通过。 ” 唐煌表示，《72

小时》是一个节奏型类型片，“在

很多地方看似没有情节， 但是用

节奏作为桥梁进行了连接。 类似

《寒战》、《嫌疑人 X 人的献身》

也是这类电影， 整部影片没有尿

点，呼吸感很强。 这是悬疑、推理

题材比较常用的一种方式。 ”

观众没看过瘾

观影结束后， 本土著名主持

人翔子表示：“20 分钟太短，感觉

都没有看过瘾。 看到公安干警破

获打拐案件的时候， 真是大快人

心。 ” 本土歌手吴亭沂感叹到，小

演员和片中家长的表现都很真

实，“看到孩子被拐，真的十分揪

心。看到孩子得以解救的时候，内

心一阵轻松。 ”

贵州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陈

跃康从专业的角度分析道：“20

分钟的电影讲述了三天三夜的打

拐过程，确实是浓缩的精品。 正、

反面人物都表现得很鲜明。 音乐

的渲染也很到位。不过，在打拐过

程中，应该增加一些波折，展现更

多公安干警的英勇和智慧。 ”

让公众了解公安工作

现场， 饰演打拐办主任的演

员曹锦鹏谦虚地表示， 四天的时

间完成这部微电影的拍摄， 尽管

不够完美，看过成片后的他，已觉

得十分满意。 饰演打拐办干警的

王美钧得到故事原型朱卫红的点

赞 ：“王美钧将我呈现得很真

实。 ” 在开拍前，朱卫红也将自己

的办案经历告诉王美钧。 值得一

提的是， 影片中还有大量公安干

警的演出， 饰演反派人物的宋华

华、本色出演的武智宇均表示，这

是一次难得而过瘾的体验， 也让

更多的公众了解公安的工作。

据悉，微电影《72 小时》将

在 “CCTV-IP 电视” 、“中国微

电影频道《天下 V 电影》栏目”

等平台亮相。导演唐煌透露，该片

的升级版———网络大电影《再见

陌生人》 将于 10 月 26 日开拍，

“《再见陌生人》 同样是打拐题

材的电影，时长约为 70 分钟。 网

络大电影的内容更丰富， 展现的

案件更复杂， 故事内容呈多线发

展。影片中还增加了很多角色，比

如公安干警朱守兰的老公， 实际

上是一个心理医生……”

打拐微电影

《72 小时》贵阳首映

根据云岩公安侦破案例改编

本报记者 杜立

北京时间 9 月 11 日，“金刚狼

之父” 莱恩·韦恩过世，享年 69 岁。

莱恩·韦恩 20 岁起在 DC 漫画当自

由工作者，被誉为“金刚狼之父” ；

他在 DC创造的“沼泽怪物” 是他的

成名作。

作为漫画文本作者与编辑，韦

恩先后在美漫两大巨头 DC 与漫威

公司中担任重要职务。 最为漫迷熟

知的是，由他构思了 DC 旗下超级英

雄“沼泽怪物” ，创造了漫威旗下的

超级英雄“金刚狼” 。 2008 年，他被

选入美国漫画名人堂。

1948 年 6 月 12 日，韦恩生于美

国纽约市的一个犹太裔家庭。 他年

幼时体弱多病， 家人给他买了许多

漫画杂志让他打发时间。 随着年龄

增长， 韦恩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绘

画才华， 但他自认为有讲故事的天

赋， 于是他给多家漫画公司投去简

历，最终 DC公司给了他一份自由撰

稿人的职位。

韦恩创作的第一个故事发表在

《少年泰坦》第 18 期上（1968 年 12

月），赏识其才华的漫威公司也给他

开出了自由撰稿人的职务，至此，他

为这两家漫画界巨擘创作了许多超

级英雄的故事。

让韦恩真正成名的是 “沼泽怪

物” ，1971 年他与画师伯尼·赖特森

合作共同创造。“沼泽怪物”被设定

为一个科学家， 由于在沼泽中进行

试验时不慎引爆炸弹， 变成半人半

植物的怪物，具有操控植物的能力。

“沼泽怪物” 让他获得在漫画界的

第一个奖项“沙赞奖”（1972年）。

最终令他跻身美漫一线作家之

列的，是他同赫伯·特莱曼、老约翰·

洛米塔等人联合创造的 “金刚狼”

形象，他设计的这一经典漫画角色，

在 1974 年首次在《无敌浩克》中登

场，随后他将金刚狼引入 X 战警，经

过他的努力让 X 战警重新焕发生

机，除金刚狼外，他又给 X 战警增添

了许多独一无二的超级英雄， 比如

夜行者、钢力士和风暴女等。

“狼叔” 休·杰克曼发文称：“我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 2008 年，我告诉

他，从他的内心、思想和双手中，诞

生了史上最伟大的漫画角色。 ”

“金刚狼之父”

莱恩·韦恩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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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小时》剧照

导演唐煌（左）和演员

俞灏明扮演的杜明礼（右）

由贵阳市文联、 贵阳市书法家

协会、 中共贵阳市云岩区委宣传部

共同主办， 云岩区文联协办的云岩

区“良知行” 书法征集活动日前结

束评审，50幅作品入围。

本次书法征集活动分成人组

和学生组，活动共收到行书、篆书、

隶书、草书、楷书等不同风格书法作

品 243 件。 经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

席、 贵州著名书法家包俊宜领衔的

评审组认真品鉴评比， 最终产生一

等奖 5 名 （成人组 2 名、 学生组 3

名）、二等奖 9 名（成人组 6 名、学

生组 3 名）、三等奖 16 名（成人组

10 名、学生组 6 名）、优秀奖 20 名

（成人组、学生组各 10 名），获奖作

品将统一装裱，9月中下旬在未来方

舟中天书画院展出。

云岩区“良知行”书法作品评选揭晓

龚杨柳 本报记者 黄镇华

苏梁

莱恩·韦恩和休·杰克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