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电视剧《爱情公寓》原班人马

打造的电影版《爱情公寓》已于昨日

上映，上映当天中午，联凡公司微博

称：高格、上影、腾讯等公司投资拍摄

电影《爱情公寓》侵害商标权及不正

当竞争一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已于

昨日 8月 9日正式立案。

据了解，8月 6日，微博“爱情公

寓” 突然发博称：《爱情公寓》是由

联凡公司投资并享有全部权利，在联

凡不知情的情况下，高格公司的汪远

等人擅自投资、制作、发行《爱情公

寓》电影。

根据联凡晒出的多份文件，包括

前两季制作协议书，显示联凡“拥有

本剧有关的一切权利。” 其中，“版权

证明书” 显示，联凡是该剧（《爱情

公寓》）的出资方和唯一版权人。

紧随其后，电影《爱情公寓》官

微发博也晒出了相关文件并驳斥称：

电影《爱情公寓》由“高格” 基于电

视系列剧《爱情公寓》编剧汪远先生

的原创剧本制作，“高格” 依法拥有

电影《爱情公寓》完整著作权，并已

事先获得了一切必需的法律授权与

许可。 官微晒出的法院判决书显示，

联凡曾于 2017 年 9 月起诉高格“知

识产权合同纠纷” 一案，近日被法院

驳回诉讼请求。

同时，双方都号称拥有“爱情公

寓”商标。 电影方晒出文件显示拥有

“爱情公寓” 的 16 类（办公用品）、

24 类 （布料床单）、26 类 （纽扣拉

链）、35类（广告销售）的商标。而联

凡则拥有“爱情公寓” 41 类商标，41

类下面的 4105类涵盖影视制作及放

映。

8月 10日，联凡公司在“爱情公

寓” 微博称：高格、上影、腾讯等

公司投资拍摄电影 《爱情公

寓》 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

竞争一案，北京知识产权法

院已于昨日 8

月 9 日正式

立案。

新浪

《新舞林大会》

言承旭空气咚

由东方卫视携手灿星制作

联合打造的《新舞林大会》本周

将迎来 B 组竞演， 言承旭再变

“霸道总裁” ，甜蜜“空气咚” 引

观众尖叫。

上期节目中，“偶像剧鼻祖”

言承旭最终和 “高颜值酷 girl”

Nikki 结成搭档，被奉为“最养眼

组合” 。 而本周日晚的《新舞林

大会》中，二人将首次展现苦练

24小时的舞蹈作品。据言承旭透

露，这次的舞蹈主题也有剧情化

的设置：“这次舞蹈的主题就是，

我遇到一个酷酷的女生，然后我

们相识，到最后就是慢慢融合在

一起，一起跳舞的感觉。 ”

正如言承旭所言，两人在作

品中化身“舞台情侣” ，用街舞动

作上演了约会、争吵、“空气咚”

等桥段。 而在舞蹈结尾，言承旭

突然掏出一支玫瑰花扔向舞台，

引起现场观众尖叫连连，连主持

人沈南也忍不住感慨：“我在下

面看， 有点像看偶像剧的感觉，

那个霸道总裁已经回来了。 ” 搭

档 Nikki 也十分感动：“我没有

想到我可以跟他一起跳舞。 大家

都知道道明寺，我真的没有想过

他会喜欢跳街舞， 我很开心，也

很荣幸可以在《新舞林大会》跟

旭哥一起跳街舞。 ”

———东方卫视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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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余年》首发片花

陈道明吴刚

金句频出

近日，改编自作家猫腻的同名

小说，由王倦任编剧，孙皓执导，于

荣光、刘桦、高曙光、李强、于洋、海

一天、田雨、于小伟、王阳等出演的

古代传奇剧《庆余年》正式杀青，

片方也首次发布了一版片花。

据介绍，电视剧《庆余年》讲

述了一个身世神秘的少年范闲，历

经家族、江湖、庙堂的种种考验与

锤炼，书写出一段不同寻常又酣畅

淋漓的人生传奇。 故事既根植于传

统文化， 又超脱于传统历史小说，

是一部极具东方古典气韵和现代

意识的力作。

片花整体上将各方博弈贯穿

始终， 不仅有朝堂的谋略智斗，还

有江湖的纷争厮杀，更有家国天下

的大义凛然。 从前半段句句经典且

别有深意的台词，过渡到后半段轮

番登场、 个性迥异的一众英雄豪

杰， 配合上烘托气氛的京剧配乐，

让片花的整体节奏抑扬顿挫鲜明，

且极具戏剧张力。

在此次发布的片花中，陈道明

和吴刚两位老师金句频出，戏骨级

的精湛演技让人眼前一亮。

本报记者 胡亚妮

《天盛长歌》媒体看片

聊新古典主义

陈坤、倪妮领衔主演的古装大

剧《天盛长歌》定档 8月 14日登陆

湖南卫视，爱奇艺全网独家同步更

新。日前，剧方举行媒体看片会。现

场，《天盛长歌》导演沈严、刘海波，

监制及编剧主笔路怡等与媒体分享

创作心得、理念及创新等。

据介绍，《天盛长歌》讲述的是

天盛王朝逆境皇子宁弈，和前朝皇

族遗孤凤知微之间命运纠缠、相互

扶持后，逐渐坚定心中追求与理想

的故事。该剧以“求新求真”为创作

理念，以“新古典主义”表现形式呈

现古装剧的时代气韵，在调动观众

关注中国古典美学的同时，也传递

出大任于公、天下承平的价值导向。

总制片人钮继新在谈及创作初

衷时，直言想制作一部有别于时下

“一次性消费” 剧的反套路、 不浮

躁、不悬浮的好剧。 创作过程中团

队拍了近百集的素材，最终精剪成

70集，力求精益求精不注水。

本报记者 胡亚妮

由何苦自编自导自演的纪录电

影《最后的棒棒》将于 8 月 17 日在

全国公映，该片改编自何苦导演的同

名纪录剧集，展现了山城重庆“棒棒

军” 这个特殊群体在时代大潮中的

命运转折，记录了“棒棒军时代” 经

过三十几年底蕴沉淀下的 “繁华落

幕” 。

当天，贵阳市头桥社区街道办事

处组织观影民工兄弟、 环卫工人、留

守儿童、老人、贫困群众走进影院，共

同观赏这部纪录电影的 “五味杂

陈” 。

导演何苦在通过与老黄、 何南、

老甘、老杭等几位“棒棒” 的共同生

活下，带观众深深理解了一把这繁华

都市底层的包罗万象与不同人生的

五味陈杂。 观影群众感慨到，“贵阳

也有背篼，确实十分贴近生活。”“很

有生活气息， 电影就是生活的镜

子。 ”“通过电影感受了这个职业的

不容易。 ”

片中“不屈行者” 老黄、“自立

巷赌神” 何南、“快乐剩男” 老甘、

“复仇刀客” 老杭等棒棒们，被导演

何苦的镜头一一记录，真实的内容更

令人动容。

这种艰辛生活的 “切肤之痛”

却又让人看到希望。 正如影迷陈先

生所说，“棒棒军用体力换来生活，

十分辛苦。 但他们有梦想就是好

事。 ”

本报记者 杜立

《最后的棒棒》筑城点映

展现贵州脱贫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

电影《梦在山乡》威宁开机

近日，展示贵州脱贫攻坚和美丽

乡村建设的电影《梦在山乡》在毕节

市威宁县草海自然保护区开机，预计

今年底在全国各大影院上映。

影片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在贵

州山区不期而遇，在风景如画的山水

间目睹体验了山乡巨变，这对青年男

女也收获了爱情。 通过主人公的经

历， 展现了贵州省实施异地搬迁、旅

游、大数据电商扶贫和美丽乡村建设

的画面，凸显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 的发展理念；同时也展示出贵

州优美的自然风光、民族风情和村民

们的获得感、幸福感。

该电影特邀八一电影制片厂导

演苑本立和摄制团队拍摄，主要演员

包括陈昌旷、方楚彤、陆恩馨等，拍摄

地点将覆盖贵阳、安顺、毕节、铜仁、

遵义、黔西南、黔南和黔东南等 8 个

市（州）的 20多个市（县、区）。

8 月 9 日，拍摄组转移至贵阳龙

洞堡机场拍摄了几组镜头。片中女一

号的扮演者方楚彤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在拍摄中， 我真觉得贵州的景

色美，民族风情浓厚，天气也凉爽。 ”

本报记者 曾秦 文 /图

影版《爱情公寓》被剧版诉

“侵害商标权，法院已立案”

《梦在山乡》8月 9日在贵阳龙洞堡机场的剧照

《最后的棒棒》贵阳点映海报

言承旭和 Nikki

《庆余年》陈道明剧照

《天盛长歌》陈坤剧照

《爱情公寓》影版海报

《爱情公寓》剧版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