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伟业人的胆略，既有对沿
海开发的预见，也包含着报效
桑 梓 、为 家 乡 多 作 奉 献 的 情
怀。伟业嘉盛集团的前身是
东台市城郊房地产开发公司，
在企业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
都曾有人劝董事长陶叶到外
地投资。特别是 2007 年初，陶
总有意到沿海创业时，劝其到
外地投资发展的呼声就更多，
但陶总不为所动，坚持在家乡
创业，坚持到沿海绘新图。开
发“天源城”初战告捷，伟业又
不惜投巨资开发了高档商住
楼“ 港 城 首 府 ”和“ 弶 上 人
家 ”。 主 动 策 应 沿 海 开 发 战
略，为海滨新城增光添彩，促

进了其他企业到沿海投资开
发，也引领了生活新时尚。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就是说一个人做事情,始终如
一地保持当初的信念,最后就
一定能得到成功。陶叶率领
的伟业人始终如一地抱着投
身沿海绘新图的信念，不畏艰
难，克服资金等困难，踏踏实
实专心致志地开发沿海，将楼

盘建成“弶港新城”人居住宅
的典范，成为东台沿海的标志
性建筑，值得我们点赞。沿海

开发的绚丽蓝图，唤起全
市百万人民投身港城创业
的巨大热情，更坚定了伟
业嘉盛集团等一批企业扎
根沿海开发的信念，从而
把古老而年轻的港城带进
了一个大开发，大创业，大
突破的时代。

不 忘 初 心
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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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热映的《爱
乐之城》内地累积票
房已经接近1.8亿元，
打破了进口歌舞片的
票房纪录。之前，进
口歌舞片票房最高的
是 2013 年上映的《悲
惨世界》，成绩为6432
万元。而《爱乐之城》
让更多中国观众重新
认 识 了 歌 舞 片 。 同
时，正在上映的另一
部动画电影《欢乐好
声音》同样充满音乐
元素，片中 60多首经
典歌曲让观众一饱耳
福。该片自上周五上
映以来，累积票房超过 8903 万
元。

相比往年，同是音乐类电
影，为何近期上映的作品票房噌
噌往上蹿？是中国观众口味开
始变了？还是这几部作品有独
特的过人之处？无论如何，进电
影院听“音乐会”已经成为这段
时间的潮流。

A 在角色中找到共鸣

《爱乐之城》的结尾让观众
联想到自己的爱情，《欢乐好声
音》则是让观众找到自己的人
生缩影。《欢乐好声音》讲述主
人公考拉经营父亲遗留下的剧
院，为了解决剧院糟糕的财务
状况，他组织了一场歌唱比赛，
吸引了许多热爱音乐的动物来
报名。可是，歌唱比赛遇到了
重重困难，报名参赛的动物们
也各有人生难题。在大家的坚
持不懈下，一场特别的演唱会
成功举办了……

片中，考拉是心怀梦想、坚
持创业的小伙子，猪妈妈是被
工作和家务吞噬了梦想的家庭
主妇，此外还有因为自卑不敢登
台但其实非常有实力的大象姑
娘、心怀艺术理想却被父亲制止
的猩猩、仗着自己有才华就目空
一切的小老鼠……这些小角色
都能让观众找到生活中对应的
人从而产生共鸣。

B 在音乐里收获感动

相比《爱乐之城》采用的原
创音乐，《欢乐好声音》则是用耳
熟能详的系列金曲打动观众。
片中的翻唱歌曲多达60多首，同
时还让观众领略到马修·麦康
纳、瑞茜·威瑟斯彭、塞思·麦克
法兰、斯嘉丽·约翰逊等演员的
歌唱天分，而且很多歌里都埋着

“致敬梗”！
《欢乐好声音》由英国知名

作曲家乔比·塔尔博特担任音乐

总监并负责歌曲编排。片中的
歌单既有劲爆的摇滚，也有轻松
的爵士，还有日本舞曲等。观众
最为熟悉的当属片中“猪妈妈”
罗西塔的歌单，她演唱的《Fire-
work》《Bad romance》以 及 泰
勒·斯威夫特原唱的《Shake It
Off》，都是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
曲目。米娜姑娘最后在剧院废
墟上高歌的《Hallelujah》，则是
去世不久的加拿大传奇歌手莱
昂纳德·科恩于 1984 年所写的
名曲。这首歌不仅配合剧情发
展，也让观众体会到歌曲传递出
来的无所畏惧的力量。“小老鼠”
麦克对应的则是9次获得格莱美
奖的爵士歌王弗兰克·辛纳屈，
而为麦克配音的塞思·麦克法
兰，为了模仿辛纳屈的唱腔，还
特意请来歌唱教练作指导。

C 在歌舞片里“造梦”

人们爱电影的一个重要理
由，是可以在电影中造梦。而歌
舞片的造梦功能尤为突出，这也
许正是如今这类影片大行其道
的原因之一。

《爱乐之城》里致敬的多部
歌舞片，诞生于美国经济大萧条
时期，因为载歌载舞的影片能让
观众快速进入故事而逃避残酷
的现实。在今年初电子工业出
版社引进翻译出版的《电影之
书》中，作者罗纳德·伯根提到，
混淆梦想和现实正是歌舞片要
实现的目标，这种不现实给导
演、摄影师和设计师带来了好莱
坞商业结构下最有创意的发挥
空间。具体到《爱乐之城》，看似
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故事，但在尾
声出现的平行蒙太奇，呈现的就
是浪漫的梦想。而正是这个梦
想，戳中了很多观众的泪点。而
《欢乐好声音》表面上讲述的是
小人物的音乐梦想，但最后充满
热血的结尾，仍然是只存在于电
影里的浪漫。

去电影院听“音乐会”

三天的比赛，八个项目的角
逐，七场决赛的场上指挥，李琰
的嗓子一天比一天沙哑。等到2
月 22日亚冬会短道速滑的比赛
全部结束，身材娇小的李琰坐上
返回住地的班车，疲惫一下子席
卷全身，头脑却无比清醒。

这是亚冬会历史上首次在
冬奥会的前一年举行。距离平
昌冬奥会举行还有不到一年时
间，中国和韩国在札幌的对决更
像是冬奥会的预演，只是因为少
了其他强力对手，两队的碰撞更
加集中、猛烈。

“该来的金牌都来了，该出
现的问题也都出现了，一切都是
最好的安排。”李琰哑着嗓子接
受记者专访时这样评价中国队
的表现。

短道速滑八个比赛项目，中
韩对决最终以金牌数韩国 5：3
领先中国而结束，代表整体实力
的男、女接力中，中国、韩国平分
秋色。除此之外，中国包揽男、

女 500米金牌，而中长距离的 4
金全部被对手卷走。

与韩国媒体报道的韩国选
手赛后诋毁中国对手不同，李琰
很大度地赞赏韩国队的表现，丝
毫没有提及对手在冰面上出现
的各种犯规动作。她说：“亚冬
会在冬奥会前一年举行，比赛
的质量和原先在冬奥会后一年
举行完全不同。韩国队同样全
力以赴，他们做得很好。”

说到中国队包揽 500 米两
金，李琰只是很平静地说：“我
们在短距离上有‘一点点’竞争
力，但是在中长距离项目中没
有特殊表现，5：3 的结果很正
常。”

在札幌亚冬会开幕前，李
琰多次强调，中国队参加亚冬
会的目标就是“找不足”。亚冬
会 首 日 比 赛 中 国 队 在 男 、女
1500 米不敌韩国队，她还开玩
笑说：“幸好今天不是冬奥会。”
全部比赛结束后，她不再开玩

笑；不是没心情，而是没有力
气。她说：“整个比赛下来，我们
找到很多不足，有些是以前我们
就知晓的，这次在亚冬会上得到
了检验。”

在李琰看来，未来的1年，女
队要逐渐地确立核心团队、确立
主力队员，她说：“女队还有很大
的进步空间。”对于成绩比女队
略好的男队，李琰说：“虽然男队
接力拿了金牌，但我们需要培养
更多具有冲击力的主力队员。
打奥运会，我们接力需要6人左
右，而不是现在的 4 个人。还
有，全队呐，真的要在中长距离
加把劲！”

让李琰特别感动的，是全队
上下在亚冬会上体现的凝聚
力。男队 1500 米无缘金牌，队
员们纷纷从自身找原因，没有一
个人推卸责任；范可新没有比好
自己擅长的女子500米，还不忘
感谢休息室里的团队，称他们才
是最辛苦的人。李琰说：“全队

上下团结一致，这是札幌最宝贵
的记忆。大家都是勤劳的小蜜
蜂。”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句
话以前已经在冬奥会赛场上得
到印证。李琰此前经历过的三
届冬奥会，无不届届精彩又充满
戏剧性——都灵冬奥会率美国
队一举成名，温哥华冬奥会率中
国队包揽女子4金，索契冬奥会
临阵折将再创佳绩。故事的情
节跌宕起伏，李琰甘苦自知。

中国代表团秘书长任洪国
已经与李琰合作了三个奥运周
期，他这样评价李琰：“她有丰富
的经验，如何打好世锦赛、亚运
会、奥运会，哪个比赛更重要，她
心里有数。我相信她有能力把
运动员规划好、教好，把运动员
最佳状态调整到奥运会上。我
们信任她，绝不干预她，毕竟她
才是专业人士。”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句
话同样在李琰的家庭生活中得
到印证。索契冬奥会后，李琰曾
下定决心回归家庭，但家人的支
持和鼓励还是让她选择与中国
队续约。李琰的丈夫和女儿从
美国搬回北京，冰场上的“铁娘
子”得以在周末与家人团聚，做
回一个普通的妻子、一个普通的
母亲。

李琰说：“家人全方位支持
我的工作，女儿上初中了，我先
生全力照顾家庭。我们达成了
共识：无论在哪里，我们一家再
也不能分开！”

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李琰一
直在寻求内心的平静，她告诉记
者，她曾躺在沙滩上整整一个小
时，安静地找回自己、倾听内心
的声音。“这个真的很难做到，你
很难心无杂念，但我知道我必须
要寻找到内心的平静，这才是我
真正的力量。”李琰的微信头像，
就是蓝天下的碧海沙滩。

一些都是最好的安排。明
年的平昌冬奥会，李琰自有打
算。她排兵布阵的效果如何，届
时也将得到检验。

亚冬会检验中国短道速滑
主教练详解“行”与“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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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 月 23 日于北京当选中
国篮球协会主席之后，姚明在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篮球没有

“最大的问题”，并透露自己将在
下赛季之前告别上海男篮投资
人的身份。

在以中国篮协主席身份出
席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姚明在

发言中重申，“成人达己”将是未
来中国篮协的工作态度。他说：

“所谓‘成人达己’，指的是只有
成就和帮助他人，才能发展和完
善自己，实现自己的理想，达到
自己的目标。”

在被问及“中国篮球最大的
问题是什么”时，姚明说：“这个

问题突然让我想到了2004年的
时候，当年我们聘请了第一位外
籍教练哈里斯，他问我中国男篮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当时回
答说最大的问题好像是没有一
个最大的问题，到处都是问题。”

“我认为在任何一个改革的
过程中都是这样的，但我也认为
任何一个改革的过程都有先后，
我们要解决更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调研之后，要去把这
个最大的问题找出来，希望解决
的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而是一
系列可以去联动，带动一个良性
循环的阶段。”他说。

姚明表示，目前比较迫切的
可能是职业联赛的改革，他说，
当职业联赛的改革进入一个良
性循环时，会达到一个非常大的
社会影响力。使更多的人投入、
关心篮球运动，带来更多的福
利、想法和资源。

针对自己包括上海男篮投
资人在内的诸多身份以及可能带

来的利益冲突，姚明强调：“其实
我在中国篮球的身份挺简单的，
现在来说就是非常感谢大家推举
我当主席。”他表示：“从今天开始
上海队的一切事务我将交于上海
东方俱乐部的董事会进行具体化
的处理。而我不再去过问任何详
细的事情。而且在下一个CBA
赛季开始之前，这个问题就将得
到全部的处理。”他补充道，“彻
底解决就是给它寻找一个新的、
有热情的投资人。”

对于里约奥运会表现不佳
的男女篮，姚明说：“男女篮我感
觉很多时候要去遵循它的客观
规律……某种程度上和球员的
竞技状态、年龄的划分等都是有
一定关系的。”他表示，在新的周
期，期待国家男、女篮在2019年
的男篮世界杯和2020年的奥运
会可以重回过去的辉煌。

发布会结束之前，有记者问
姚明是否持有绿卡，姚明笑着
说：“我没有绿卡。”

姚明：中国篮球没有“最大问题”
将告别上海男篮投资人身份

《长城》在国内上映时，该片
导演张艺谋曾放下豪言，称至少
有 10 亿海外观众会看这部影
片。该片出品方之一乐视影业
的张昭也曾宣布，《长城》是中国
电影走向世界迈出的第一步。
然而，随着该片在北美的上映，
这一步却迈得有点艰难。

上周五正值美国“总统日”
三天长周末，《长城》在北美3325
家影院上映，上映当天收获590
万美元票房，首周末收入票房
1810万美元，在上映新片中位列
第三，不敌《乐高蝙蝠侠大电影》
《五十度黑》。目前，该片的累计
票房已达 2165 万美元。不过，
该片成本达 1.5 亿美元，与国内
首周末票房达到4.7亿元的票房
相比，这一成绩并不理想。

就口碑而言，该片也引起了
较大争议。一些媒体认为，特
效是该片完成得较好的部分。
电影杂志《村之声》评价：“作为
纯 粹 的 视 效 大 片 ，影 片 很华
丽。它虽然是大公司发行的影

片，但是却充满了源源不断的创
造性，那些孤注一掷、错综复杂
的动作场景带来了一种华语奇
幻动作片的观感。”《电影舞台》
杂志称赞该片“是由扎克施耐德
执导出来的《魔兽》与《最后的
武士》的混合版”，而且“比它们
都要好”。

不过，更多人对该片给出了
负面评价。《滚石》杂志的影评人
撰文表示，该片“真是令人失望，
中国的电影大师张艺谋和好莱
坞一线影星马特·达蒙居然拍出
了这么一部徒有华丽外表的二
流作品。”目前，该片在 IMDB的
评分只有 6.3 分。在烂番茄网
上，该片好评率只有35%。

票房口碑皆不太理想，或许
意味着，就目前而言，国产电影
走向世界仍然很艰难。《长城》主
打的特效和中国元素，无论从哪
一点看，都不是北美观众的菜。

“他们都是相当有经验和挑剔的
观众，好莱坞特效看过那么多，
《长城》一点不稀奇。”电影产业
专家蒋勇认为，要想拍出能被国
外观众接受的中国电影，首先要
好看，内容浅显，至于文化上的
输出则不必强求，能够潜移默化
更好。在这一点上，梦工厂的
《功夫熊猫》系列和迪士尼的《花
木兰》为中国电影人提供了两个
范例。

《长城》北美上映票房不佳
国产片“走出去”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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