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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年，姜文在拍《让子弹
飞》时写给周润发、葛优的信最近
被翻出来了。姜文当时写了两封
字短情长的信给二位影帝，邀请
他们出演影片，言辞恳切、文藻优
美，还差点让两位收信人产生误
解。

周润发在 2010年底《让子弹
飞》的首映礼上曾表示：“我收到
信之后哭了，因为看不懂。而且
很久没有男的写情书给我，我虽
然知道他也有老婆了，但心里还
是有点怕，我本以为姜文对我有
什么企图……”而葛优则透露当
时收到信时觉得讲究，但对信中
姜文提议的“愚弟同床”也吓了一
跳。这句话姜文是怎么说的呢
——“吾兄片中虽无艳星共枕，但
有愚弟陪床。醉眠秋共被，携手
日同行。耳鬓厮磨，却非断臂，不
亦骚乎？”

姜文当时写这两封信其实也
耍了个小“心机”，他给周润发的
信里说已经请到了葛优，在给葛
优的信里说已经请到了周润发，
但其实当时两位影帝的片约都还
没有落定。
附信原文：

致发哥发嫂：
香江匆晤，所谈甚欢。新片

故事，随信奉上。故事锤炼数载，
脚本即将出炉，人物之妙，惊古烁
今，片中，兄将分身异术，同饰真
伪，定为兄之演技提供辽阔空间，
创影林之美谈。

发哥盛名，中外有识；为艺厚
道，技盖群雄。此角色必助发哥
携已获之辉煌，跨更高之巅峰。

新片旨在造中国之西部黑帮
电影。诙谐荒诞，凌厉跌宕。昔
有Leone（莱昂）之通心意粉牛仔
戏，今有吾辈之麻辣袍哥西部
片。发哥之角，既有曹孟德之雄，
又具周公瑾之英，且常自诩诸葛
孔明。回肠荡气，出人意表，发哥
出手，定收放自如，出神入化，万
千 fans，翘首期待！谁敢做他人
之想？！

新片除愚弟之外，尚有葛优
兄加盟。真可谓：三江汇处有富

域，三雄鼎力看妙篇。壮哉美哉！
放眼中原，勃勃生机；星汉灿

烂，交汇其里。闻听发嫂令下，发
哥将至，上下同仁，无不振奋！

早春二月，岭南草长；杂花生
树，群鸥竟飞。适此惠风和畅之
日，诚邀阁下共成美事。书不尽
言，晤面详之。

Kindest regard，
姜文谨启

附致葛优书：

优优吾兄：
壶口一别，竟有二七。春风

秋月，杨柳依依。虽谋面不勤，却
心存惦记！吾兄凡新作问世，愚
弟必争先读之。兄之身手炉火纯
青，每令愚弟嚎啕大悦。才惊四
海，誉享中外。喜甚幸甚！

新片筹备井然，故事随信奉
上。精华仍在提炼，脚本即将出
膛。人物之妙，惊古烁今。且为
兄之发挥，提供辽阔疆场。

深信此角，必能助兄，继往开
来，再创辉煌。届时亿万女粉，翻
江倒海，抛家舍业，秋波明荡，不
亦艳乎？

纵使，狡兔八窟，数易家宅，
亦难阻。拥趸之风暴，优党之痴
狂！直落得，隐身天涯，革面洗
肠，不亦喜乎？

吾兄片中虽无艳星共枕，但
有愚弟陪床。醉眠秋共被，携手
日同行。耳鬓厮磨，却非断臂，不
亦骚乎？

新片除却愚弟之外，尚有发
哥亮相。左右拱卫，冬暖夏凉。
不亦乐乎？

喜骚艳乐，应有尽有，揽得雎
鸠淑女，亮亮君子何求？闻听吾
兄将至，同仁上下，无不开颜。须
眉脚扑朔，巾帼眼迷离。鼓瑟鼓
簧为兄弟，磨刀霍霍向猪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悠悠我
心，青青子衿。恰逢瑞雪早春，恕
愚弟威逼利诱。皆因爱之心切，
盼之心痒。江东渭北，春树暮
云。书不尽言，晤面详之。

草此即问，全家均安。
愚弟姜文

10月11日，湖南卫视宣布迪
丽热巴当选第 12届中国金鹰电
视艺术节“金鹰女神”。此前，ba⁃
by、万茜都被传将会是本届“金
鹰女神”。湖南卫视文案中称迪
丽热巴是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
桃花》中活泼俏皮的白凤九，是
《烈火如歌》中纯真开朗的红衣
如歌，是《漂亮的李慧珍》中为
爱执着的李慧珍，也是《一千零
一夜》中真诚善良的凌凌七，她
是入行六年的青年演员代表。凭
借近几年热播电视剧中的出色表

现，迪丽热巴赢得了观众的心，
从客串、配角开始，到独挑大梁
演女主角，迪丽热巴在电视行业
稳扎稳打，步履不停，一直前
进，她说，做一名好演员才是自
己一直努力的方向。

努力是不会白费的，“金鹰
女神”正是观众对于迪丽热巴的
认可，据悉，她将身穿由中国知
名设计师郭培匠心打造的金色高
定礼服亮相开幕式，此外，本届
开幕式还有一大亮点，“金鹰女
神”将首次参与节目中，迪丽热

巴将与老艺术家、青年演员同台
对话《我和我的电视人生》，讲
述自身演绎经历与文艺工作者的
使命。

金鹰电视艺术节是中国电视
人的最高盛会之一，同时也是中
国商业电视剧的最高评奖舞台。
金鹰女神是金鹰电视艺术节的形
象标识，女神的双手托起高飞的
金鹰，标志着中国电视剧的振翅
高飞。

为了将金鹰女神的形象更加
形象化、具体化，自 2006 年第

六届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始，每届
金鹰节都会挑选出一位在近两年
电视剧领域异军突起，同时又形
象青春靓丽、人气极高的新生代
女星担任“金鹰女神”，作为当
届金鹰电视艺术节的形象代言
人。金鹰节举办至今，共产生了
六位“金鹰女神”，分别是 2006
年 刘 亦 菲 、 2008 年 李 小 璐 、
2010 年王珞丹、 2012 年刘诗
诗、2014 年赵丽颖以及 2016 年
唐嫣。

据外媒《综艺》报道，有多
名知情人士透露，国际动作电
影《355》的制片人准备解雇范
冰冰，如果她没有以一种令政
府、电影发行商和中国观众满
意的方式走出丑闻，他们将选
择其他演员替换她。目前，该
团队正在观察和等待，该片预
计在 2019 年春季以后才会开

机。
电影《355》是由《X 战警》

导演西蒙·金博格执导的谍战
片，大致讲述世界各地各组织
的顶级女特工们联合起来阻止
世界陷入混乱的故事，已定其
他演员有杰西卡·查斯坦、露皮
塔·尼永奥、佩内洛普·克鲁兹、
玛丽昂·歌迪亚。（综合）

近日，翟天临深陷舆论风
波，不断有网友扒出他过往的
言行，包括疑似向剧组场记发
火、diss男演员“娘炮“、炮轰网
友等。对于此舆论，有媒体在
微博发文力挺翟天临，而翟天
临也留言回应：“树欲静而风不

止，最失望的是人心。”
对于近日网络上一些和翟

天临有关的舆论，有媒体微博发
文力挺，称翟天临人很好，对自己
和团队都非常严格，工作上一丝
不苟，生活中认真而谦卑。网传
的视频可能是断章取义，或是在

特定的环境中的反应。希望网
友多一些理解和包容，不要刻意
放大艺人说的每一句话，更不要
错怪这位用心的好演员。而翟
天临也回复并留言表示感谢，称：

“树欲静而风不止，最失望的是人
心。”（综合）

在此前与上海男篮的季前
赛比赛中，休斯敦火箭队球员
周琦不慎受伤离场。周琦赛后
接受了核磁共振检查。他在个
人社交媒体上也向球迷们报平
安。周琦表示：“检查结果是
个好消息！感谢大家关心！”

10日，火箭队迎来了与上
海大鲨鱼队的季前赛对决。中
国球员周琦得到了登场机会。
然而，周琦在比赛中仅仅打了
3分钟就遭遇了意外受伤。首
节比赛末段，周琦与上海队老
将斯科拉拼抢篮板，但膝盖刚
好被斯科拉的手臂撞到，呈现

一个不自然的弯曲度。随后周
琦立刻倒地，并一直捂着自己
的膝盖无法站起来。队医上前
查看周琦的伤病情况，而周琦
始终无法站起来，最终被工作
人员扶上轮椅，推出场外。

赛后，火箭主教练丹东尼
表示，希望周琦仅仅是普通的
拉伤而已，不过一切都要看
MRI 检查的结果。而周琦 11
日在社交媒体报平安，也让所
有关心他的球迷长舒了一口
气。

球迷们也纷纷留言给他送
上了祝福：“希望你能抓紧从

伤病中出来，多要球，多表现
自己。”“小周琦，在赛场上别
害怕自己受伤，多吃肉多壮壮
了身体会强多了。把自己心理
准备好状态调整好，发挥自
己。把自己变得强大。”“打不
倒你的只会让你更强大。”

周琦上赛季为火箭队出战
了18场比赛，在场均有限的6.8
分钟出场时间内，他得到1.2分
1.2个篮板0.8次盖帽。尽管在火
箭队机会不多，但周琦在发展
联盟得到了充足表现机会，进
步非常明显。今年夏天，他带
领中国男篮夺得了亚运会冠军。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

据外媒报道，NBA达拉斯独行
侠队宣布裁掉中国球员丁彦雨
航，他将加盟独行侠下属的发
展联盟球队德州传奇队。

6 月丁彦雨航与达拉斯独
行侠队签约，因为膝伤错过了

球队的训练和大部分季前赛，
其间仅代表球队在 NBA 中国
赛出场一次，上场 8 分钟，得 1
分。

在中国赛深圳站的赛后发
布会上，独行侠主帅卡莱尔就
明确表示，丁彦雨航新赛季不

会留在独行侠。“丁彦雨航会和
我们一起返回达拉斯，然后与
我们的发展联盟球队德州传奇
签约，我们希望他能在达拉斯
度过未来的一年，恢复膝伤并
提高能力，膝伤痊愈后能在传
奇队中证明自己。”

新华社悉尼 10 月 11 日电

正于澳超中央海岸水手队试训
的牙买加“飞人”博尔特将在
12日晚的一场热身赛中首发出
场。这位田径传奇在俱乐部官
网上表示，这是一场很重要的
比赛，将决定他是否能成为一
名职业球员。

这位八枚奥运金牌得主届

时将作为水手队一员参加对阵
麦克阿瑟西南联队的友谊赛。

“教练认为我的身体状况适
合，并将我放在了首发阵容
中。”博尔特透露。

现年 32 岁的牙买加“飞
人”在结束田径生涯后，自 8
月开始在澳超中央海岸水手队
试训，12日的比赛将是其第三

场热身赛，这也是球队备战新
赛季最重要的一场实战。

“我感觉自己在进步，我
的移动和触球感觉越来越好。
但球员真正的水平需要在球场
上检验，我必须通过实战来检
验自己的能力，以决定我是否
应该继续或是停止我的足球生
涯。”

姜文写给周润发的信曝光
发哥：以为他对我有企图

电影《让子弹飞》剧照

受逃税影响？ 范冰冰国际大片角色或被替换

深陷舆论风波 翟天临：最失望的是人心

力争足球职业合同“闪电”博尔特即将首发

被膝伤拖累了 独行侠宣布丁彦雨航被裁

检查后无大碍 周琦：感谢大家关心！

《355》的制片人准备解雇范冰冰

迪丽热巴当选迪丽热巴当选20182018年金鹰女神年金鹰女神

12神州万象

新华社杭州10月11日电
货不对板退款难、退票手续费
高达 80%、默认“捆绑”搭售
依然存在……刚刚过去的“十
一”黄金周期间，不少消费者
对部分在线旅游平台 （OTA）
频频“吐槽”在网上引起热
议。业内人士认为，“离谱”退
改签费甚至拒绝退款等行为涉
嫌霸王条款，有损消费者合法
权益，消费者有理由维权。

浙江的田先生在 9月 26日
晚于飞猪平台上预订了咸阳凯
尔圣花园酒店 10月 4日~8日的
房间，支付完 456 元费用后，
由于临时改变行程，27日晚选
择了退款，但平台仅给予退款
91.2元，收取高达80%手续费。

田先生说，他咨询酒店后
却被告知并没有收到他的预订
信息，也就是说飞猪在他预订
房间成功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帮
他与酒店联系，在这种情况下
居然收取 80%的手续费。和飞

猪平台沟通后，对方表示这是
他们的规定，每个订单生成时
都有退款提示。“我任何服务都
没享受到，还收取这么高的手
续费，合理吗？”

记者在网上检索发现，有
不少消费者在论坛贴吧吐槽
OTA平台退款问题，手续费收
取标准不一，有些甚至是全额
不退。记者联系了飞猪平台，
客服表示，由于每个订单是有
不同的代理商，所以每个订单
的退款规则都不同，有些订单
手续费是会收取 80%，但平台
没有办法统一规定。

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旗下
“电子商务消费纠纷调解平台”
用户投诉案例库显示，艺龙、
飞猪、发现旅行、侠侣亲子游
等平台存在拒不退款等问题；
马蜂窝、同程旅游等平台的机
票高额退票费问题突出，酒店
订房等服务也存在高额退票费
问题。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权
益部助理分析师蒙慧欣说，根
据投诉的案例来看，消费者购
买在线旅游产品，因临时突发
情况或到店后不满意，认为产
品宣传明显不符，涉嫌虚假宣
传要求退款，多数平台都拒绝
退款。

事实上，我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对网络
交易 7日内可无理由退货的例
外情况作了列举，并设置了兜
底条款。除消费者定做的、鲜
活易腐的、在线下载或拆封的
数字化商品等之外，消费者有
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 7日内退
货，且无须说明理由。

今年 7月 16日，民航局发
布了《关于改进民航票务服务
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航空公
司要设置阶梯退改签费率制
度，严禁OTA平台在退改签收
费标准之外向旅客加收额外费
用。

“票品一概地‘不得无理
由退票’是不可取的霸王条
款。”蒙慧欣说，实际上商家可
效仿机票、火车票等设置梯度
退票费率，对于不影响商家再
次销售的情形下，甚至也完全
做到7天无理由退款。

业内人士表示，高退票费
违背公平交易的原则，损害了
乘客的合法权益。高额退改签
费用以及特价机票不退不换的
条款应认定为无效。

“对于包括在线旅游平台
在内的生活服务电商平台而
言，不仅需要明确规范、坚守
底线，更应该专注于产品与用
户服务质量的提升，从产品经
营、服务保障、防范风险等多
个方面提升综合实力，这样才
能在瞬息万变的行业大潮中站
得稳、行得远。”电子商务研究
中心生活服务电商分析师陈礼
腾说。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
电 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 10
月 11日发布，辽宁省大连市
发生生猪非洲猪瘟疫情。

10月 11日 10时，农业农
村部接到中国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中心报告，辽宁省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送检样品
经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
中心 （国家外来动物疫病研
究中心） 确诊为非洲猪瘟。
阳性样品来自大连市普兰店
区一养殖场，该养殖场存栏
生猪 1353头、发病 20头、死
亡11头。

疫情发生后，农业农村
部立即派出督导组赴当地。
当地已按照要求启动应急响
应机制，采取封锁、扑杀、
无害化处理、消毒等处置措
施，对全部病死和扑杀猪进
行无害化处理。同时，禁止
所有生猪及易感动物和产品
运入或流出封锁区。目前，
上述疫情已得到有效处置。

10月11日，为期3天的2018世界智能制造大会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次大会以“赋能升
级 智造未来”为主题，包括智领全球高峰会、智领全球发布会、智领全球嘉年华和智领全球博览会四
大部分。

10月11日，山东青岛首届
“单身老人节”拉开帷幕。启
动仪式举行了以“牵手度华
龄，幸福笑人生”为主题的大
型相亲活动，为单身老人搭建
了沟通交流、增进了解、联络
感情的平台。

据介绍，主办方旨在通过
公益相亲的形式，倡导社会改
变观念，关注老年人单身群
体，让单身老人走出孤独、走
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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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内退款手续费高达80%？
“十一”黄金周在线旅游平台涉嫌霸王条款

辽宁大连发生非
洲猪瘟疫情

青岛举行“单身
老人节”

2018世界智能制造大会在南京举行

新华社香港 10月 11 日电
中外城市竞争力研究院 11日在
香港发布第十七届全球城市竞
争力排行榜。在中国城市综合
竞争力方面，香港排名首位，深
圳、上海位列第二、三名。

中外城市竞争力研究院院
长桂强芳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时隔五年后，香港
重回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榜
首。近期香港景气指数不断攀
升，施政报告政策措施推进势头
良好，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中的优势不断凸显。

“此外，香港金融科技生态
系统不断优化，广深港高铁全线
投入运营，港珠澳大桥即将开
通，都成为提升香港竞争力的驱
动因素。”桂强芳说。

在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
行榜中，位列第四至第十名的城
市分别是北京、广州、重庆、杭
州、天津、苏州及南京。

据介绍，中国城市综合竞争
力评价指标体系涵盖经济、社
会、环境和文化四大系统，由经
济竞争力、产业竞争力等在内的
10项一级指标、50项二级指标和
217 项三级指标综合计算而成。
该机构对中国358个地级及以上
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进行分析比
较后，得出这项研究成果。

当日同时发布的还有其他
15个榜单。其中，全球城市竞争
力排行榜中，纽约位居首位，香
港排名第七，深圳排名第十。中
国城市成长竞争力排行榜中，深
圳、重庆、苏州位列前三名。

该机构还于当日举办第八
届香港世界城市论坛，邀请多位
海内外业界代表就“新时期城市
变革与创新·粤港澳大湾区机遇
与挑战”主题深入探讨。

中外城市竞争力研究院于
今年在香港成立，是一个非官方
研究团队，致力于中外城市竞争
力的研究。

香港重回中国城
市综合竞争力排
行榜榜首

新华社南京 10 月 11 日电
记者11日从无锡市公安局获悉，
在公安部、江苏省公安厅的大力
协调下，该局成功侦破一起重大
网络走私、贩卖枪支案。涉案人
员利用境外电商平台购买，通过
邮寄零配件入境的方式走私、贩
卖枪支弹药，涉及全国多个省市。

据警方介绍，今年3月15日，
警方获得线索，有境外寄往新吴
区某商业市场的货物中存在枪支
配件。

经调查发现，郑某通过朋友
圈发布广告的方式，将枪支贩卖
给买家，该团伙涉案人员涉及江
苏、天津、山西、四川、广东等多个
省市。专案组近期开展集中抓捕
行动，成功抓获 11名涉嫌走私、
买卖枪支弹药犯罪嫌疑人，缴获
火药枪 3支、气枪 7支、铅弹 1000
余发以及一批枪支零部件。

无锡警方破获一
起重大网络走私、
贩卖枪支案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 记者 11 日从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当日发
布并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推
送了第二批共 30条拖欠农
民工工资“黑名单”信息。

该批名单包括唐山新
坐标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河
北名世锦簇纺织有限公司、
山东盛世达电力工程有限
公司、苏尼特右旗京宏达建
设有限公司、江苏飞龙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上海立珏塑
料制品有限公司、上海电器
城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沭阳县庙头镇庙头街宏达
玩具厂、郑州泽鑫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宁波聚盛电力科
技有限公司、合肥筑瀛劳务

有限公司、马鞍山市黄山建
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福建
龙泰安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赣州力荣针织有限公司、
东乡县宇德实业有限公司、
伟易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天
门市国晟汽车修理有限公
司、湖南宏泰电力设备科技
有限公司、东莞市合和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江苏省建工
集团有限公司、泸州纳溪粤
旺服装厂、泸州市第七建筑
工程公司、禄丰县同鑫矿冶
有限公司、靖边县鑫盛机砖
厂、陕西启航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25家用人单位，以及徐
家春、王业标、胡其江、赵力
军、胡义斌5名自然人。

据了解，这些违法失信
主体在用工过程中都存在

克扣、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
报酬数额达到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罪数额标准等情形，
严重侵害农民工的合法权
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已对这些拖欠工资
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并责令
改正。

据悉，根据《拖欠农民
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
办法》及《关于对严重拖欠
农民工工资用人单位及其
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
合作备忘录》的规定，这些
单位及相关人员将在政府
资金支持、政府采购、招投
标、生产许可、资质审核、融
资贷款、税收优惠以及交通
出行、高消费等方面依法受
到限制。

拖欠农民工工资

这25家企业和5名自然人上了“黑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