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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堪称奇葩
的抗战剧中，飞刀对

抗冲锋枪、手撕鬼子

之类的荒谬桥段层出

不穷。奇葩抗战剧以
其“怪咖”的商业逻

辑，不但成功将“杀鬼

子”变成全民乐事，也

使革命题材成了奇幻
故事、严肃正剧堕落

为雷人神剧。

“

江湖

据悉，吴英父亲吴永正和代理律师已于 20日向最高院寄出

申诉材料，认为吴英没有资不抵债，所做经营活动不构成非法集

资，要求改判吴英无罪。申述材料称，原判决书确认的案发时吴

英财产总价值 17164万元不真实，当时吴英尚有大量财产被故

意漏计，判决书采信的鉴定结论书，鉴定吴英案发时的财产总价

值很不客观，明显偏低，同时吴英没有诈骗的故意和行为。

2012年 5月 21日，浙江省高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

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

产。

本报记者 汪静赫

抗战“神剧”的商业逻辑

蛇年春节的荧屏上，已经重播

3000多次的《亮剑》仍不时出现。由这

部“抗战剧始祖”引发的抗日戏火爆

热潮演化至今，其庞大的“徒孙级成

员”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横店 2012年一年
“消灭鬼子”近十亿

2012年，知名编剧高满堂去了一

趟横店影视城，看到“四五十个剧组

都在打鬼子”，这让他大吃一惊。这位

近六旬的老编剧为此疾呼：“创新在

哪里？”有网友戏言，如果高满堂看了

剧情雷人的奇葩抗日剧，必然会再问

一句：“节操在哪里？”

不久前，一个叫史中鹏的群众演

员突然在网络走红，缘于他在某抗战戏

剧组不仅分身扮演多名日本兵，而且创

造了一天之内“死”31次的惊人纪录。

现实中的荒谬，还不如奇葩抗战

戏中所表现的那样离谱。

能人异士飞天遁地击杀鬼子如

入无人之境，八路军朝天上扔手榴弹

便可轻松炸掉飞机，抗日义士虎躯一

震手撕鬼子，耍耍飞刀就能秒杀机关

枪扫射的日军，浓妆艳抹的女侠飞檐

走壁抗日杀敌，抗日英雄戴太阳镜、

骑哈雷摩托、穿名牌尽情耍酷……这

些狗血雷人的离谱画面、极尽美化编

织的奇幻桥段有模有样地呈现于荧

屏上，演绎出抗战武侠剧、抗战魔幻

剧、抗战偶像剧等一系列奇葩剧集。

与之相衬的是对于日军的极尽

丑化。丑、凶、惨、蠢，这是奇葩抗战剧

中“鬼子”的基本特质。史中鹏演“鬼

子”的经验是“越猥琐越好”，因为剧

组会专门挑一些相貌较丑的、看上去

有点凶的人。整个 2012年，史中鹏共

参与演出了 30多部抗战戏，总共演

了 200多次日本兵———当然，他也演

绎了各种各样惨烈的“死法”。

数据显示，2012年横店影视城共

接待剧组 150个，其中 48个剧组涉

及抗战题材。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

2012年使用群众演员（含特约演员）

共计 30万人次，其中 60%在抗战题

材的电视剧中出演过日本兵。

曾经以《三国》历史剧扬名的横

店影视城，如今俨然穿越为上世纪三

四十年代“抗战主战场”，被网友戏称

为“中国最大的抗日根据地”。在这

里，有横店名菜“手撕鬼子”，也有一

天死几十回的鬼子龙套专业户。援引

坊间流传的有趣统计，横店 2012 年

一年“消灭鬼子”接近 10亿。看似戏

谑的夸张“段子”，正来源于荧屏上电

视剧里的真实演绎。

微博上，抗战神剧被网民吐槽，

一些关于抗战剧的帖子被数万人转

发和评价，几乎众口一词的观点是：

狗血、雷人、脑残。

骂声不断，拍摄不止

网民吐槽的枪头一般都瞄准了

编剧，他们大多认为抗战神剧奇葩剧

情都是出自编剧之手。事实上，编剧

并非“罪魁祸首”。

现居北京的编剧赵岭（化名）告

诉记者，在目前的运作机制下，编剧

并没有具备多少创作自由，在写剧本

的过程中，制片方的意见会贯穿始终，

因此常常为了满足制片方需求而迫不

得已地“闭门造车”。赵岭去年接了三

部戏，其中两部都是抗战题材，“制片

人希望我在剧本中添加时尚的元素，

人物关系乱，台词水都没有关系，只要

剧情够纠结，离谱点也不怕”。

在网民几乎一边倒的讨伐中，来

自业界的某些声音似乎显得底气十

足。一家地方卫视官方微博在关于一

部抗战剧的宣传语中，这样说道：“抗

战剧人人都看过，但穿着豹纹装去打

鬼子的您见过吗？ XXX 饰演的

XXX，就是这样一位人见人爱花见

花开潮到爆的抗日英雄！”文中还标

榜“主演的戏服大多都是世界顶级名

牌，连大衣和鞋子都是 PRADA的”，

并以此显示“导演实在是太有心”。

奇葩抗战剧背负骂声不断，但仍

前赴后继拍摄不止。数据显示，2012

年全国上星频道黄金档播出电视剧

200多部，其中抗战剧及谍战剧超过

70部，遥遥领先于其他类型剧。另据

媒体报道，蛇年伊始，在横店拍摄的

19个剧组中，有 9个是抗战题材。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原因很简

单，因为有钱赚。被称为抗战神剧代

表作的《抗日奇侠》先后在 7 个卫视

轮播。援引该剧发行商所述，“投资不

到 2000 万元，赚了 5000 万元，你见

过多少电影电视剧投资回报率是

200%？”

最近正在播出的《雅典娜女神》

被称为新一代抗战神剧，制片人兼主

演叶璇此前曾表示抗日剧有市场，观

众爱看，投资者一般会拍最容易通过

审查的题材。编剧高大庸则直言：题

材安全，收视又高，当然受宠。援引另

一位业内人士的话说，抗日战争是全

民抗日，本来就是编故事。“某个导演

只拍抗日剧，每部剧里至少都有五个

漂亮女孩，他的剧都是粗制滥造，但

观众喜欢看”。

奇葩商业怪咖

赵岭分析认为，目前而言，抗日

题材项目相对“最安全稳定”。他告诉

记者，影视公司之所以热衷抗日题

材，主要原因还在于制作成本不高。

“据我了解，一部抗战剧投资 1000万

元左右就差不多了，而这个数目绝对

属于小成本。”

云南电视台节目购销摄制中心责

编董明鉴认为，抗日剧越神越有市场

的背后，实际上是满足看着地道战长

大的那一代观众对动作片的需求。

有市场、成本低、易审查，造就了

抗战剧的生存土壤。然而重复投资跟

风制作，势必造成抗战神剧成堆。在

“怪咖”的商业逻辑下，严肃的战争主

题成了自娱自乐。低级的迎合和无知

的文化，既不能真正带来商业效益，

也扰乱了中国影视产业的健康发展。

“神剧的背后，还是要故事，不然

神也救不了。”董明鉴认为。

在作家范稳看来，抗战剧已成脑

残剧的代名词。他认为必须围剿胡编

乱造的脑残抗战剧，“不让它再成为

意淫鸦片”。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宋家玲担忧，

这种歪曲事实、不尊重历史的娱乐化

抗战剧，进入了一种急功近利的商业

怪圈，对电视剧产业发展极为不利。

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近日审理了一起供电公司董事利

用职权受贿的刑事案件，依法判处被告人蒋渝有期徒刑十年。

2005年 2月至 2009年 10月，被告人蒋渝担任垫江县供电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利用分管财务、物资等工作的便

利，在 2006年下半年至 2009年春节期间，共计收受他人给予

的好处费人民币 14.3万元。法院审理后认为，垫江县供电有

限责任公司是国有公司，被告人蒋渝系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

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被告人蒋渝在任国家工作人员期间，为

他人牟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据报道，继国家统计局办公室秘书室原副主任、副处级干

部孙振和央行金融研究所货币金融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副处

级干部伍超明之后，经济数据泄密案的另一位被起诉者———

金麦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原总经理伍志文非法获取国家秘密

一案日前已经由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一审审结，伍志文被判处

有期徒刑 5年零 6个月。

去年 10月 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该案已经立案侦

查 6件 6人，其中孙振被判处有期徒刑 5年；伍超明被判处有

期徒刑 6年。

吴英申诉要求改判无罪

纪念日

2007 年 2 月 27 日，这一天，

以最浓厚的绿色为底，以最沉重

的黑色为标记，被载入了中国证

券史册。这一天，亚洲金融危机十

周年纪念日，中国 A 股市场创下

十年来跌幅纪录，投资者万亿市

值在一天之中被蒸发殆尽。这一

天，2007 年春节后的第二个交易

日，中国沪综指创下 1996 年 12 月

以来单日最大跌幅，而深成指也

接近跌停。沪深股市主板共成交

2007 亿元，天量成交直接创造了

历史。

2007 年 1 月初，中国 A 股市

值突破 10万亿元。仅仅一周之后，

A 股市值暴增 7875 亿元人民币，

然而，一夕之间，A 股投资者们辛

苦积累的万亿元市值已经消失。

2 月 27 日当天，沪综指早盘

开于 3048.83 点，盘中最高 3049.77

点，最低 2763.40 点，收盘报收于

2771.79 点，狂跌 268.81 点，跌幅

8.84%，创下 1996 年 12 月以来单

日最大跌幅。深成指早盘开于

8620.86 点。报收于 7790.82 点，跌

797 点，跌幅 9.29%，接近跌停。

沪深股市全日震荡下行，两市

最大跌幅均超过 8%，创本轮行情

单日最大跌幅，两市个股普跌，盘

中一度有近 800 只股票跌停，两市

成交量大幅放大。尽管专家提醒面

对市场的恐慌，应保持涨时不喜、

跌时不惧的心态，但盘面显示主力

资金出逃迹象明显。

（2月 26日—3月 4日）

南林

一周史记

2007年 2月 27日 2月 26日：

1978年 2月 26日，日、中在北京签订 200亿美元的贸易协定。

1995年 2月 26日，英国霸菱银行倒闭。

2月 27日：

1988年 2月 27日，国务院发布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具体规定。

2007年 2月 27日，中国沪综指创下 1996年 12月以来单日最大跌幅。

2月 28日：

2003年 2月 28日，中国国家博物馆挂牌成立。

2月 29日：

1980年 2月 29日，上海与美国波特兰港正式通航。

3月 1日：

1955年 3月 1日，新版人民币从当日开始在全国发行。

2003年 3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大反洗钱法规：《金融机构反

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

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正式施行。

3月 2日：

1989年 3月 2日，十二个欧共体国家同意在上世纪末之前取缔所

有含氟氯烃的生产(CFCs)。

1990年 3月 2日，美国雅芳作为中国首家官方认可的直销公司正

式登陆广州。

3月 3日：

2011年 3月 3日，苹果公司在旧金山芳草地艺术中心发布 iPad 2

和 iOS 4.3。

3月 4日：

1902年 3月 4日，美国汽车协会成立。

1988年 3月 4日，国务院决定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

中国沪综指创下
1996年 12月以来单日最大跌幅

供电公司董事非法牟利获刑十年

经济数据泄露案 3名人获刑

2月 13日，全球规模最大的有机盛会———第 24届纽伦堡

国际有机产品博览会开幕，来自全球 86个国家和地区的有机

展商齐聚一堂。作为代表有机发展新趋势的专业盛会，本届博

览会吸引了 131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5 万名专业观众前来参

观。其中，由中国农业部率领的中国有机展团备受瞩目，而中

国有机乳业的代表———特仑苏有机奶，继获业内唯一金奖肯

定后，再度亮相本届盛会，其通过了国际国内双重标准检验的

高品质再获世界赞誉，有力展示了中国有机乳品的最高水平。

再次代表中国出征国际，缘于特仑苏有机奶过硬的领军

实力。自 2012年 5月 1日起，特仑苏有机奶率先执行了有机

防伪码，实现了“一包一码”皆可追溯，对于推动行业规范发

展，起到了积极的垂范带动作用。在同年举行的亚洲顶级盛会

上，更凭这一领先行动独揽行业唯一金奖，有力彰显了业内对

其领军地位的肯定。

本届博览会现场，特仑苏有机奶展台蓝白相间、创新彰显

有机生态理念，使得不少观众驻足赞叹，而其“金奖”品质更是

吸引了大批专家学者沟通交流。值得一提的是，一位拥有有机

庄院的德国农场主，在中国曾与特仑苏有机奶有过“一面之

缘”。此次更是专程而来，详细了解特仑苏有机奶的生产管理

方式后，当即兴奋表达了深度合作意愿。再次成为国际瞩目焦

点，是特仑苏有机奶多项荣誉肯定之后对自身品质的又一次

证明，也是对其“全程有机”可追溯的高标准品质的最好诠释。

从种植、饲养、畜牧管理到生产、加工及运输的各个环节，

全程严格执行有机国家标准并经中国农业部中绿华夏有机食

品认证中心一一对位认证。此外，更是通过了国际权威———欧

盟有机认证机构的认证，获得了中国国家标准及欧盟标准的双

重认可。而有机防伪码的实施，使得产品生产及认证等详细信

息都能一目了然，真正实现了“全程有机”皆可追溯。

近日，广东移动发布了其春节期间的相关统计数据。据了

解，蛇年春节拜年祝福短信量再创新高，比去年增长 6.35%，

移动互联网业务更是激增，业务火爆。数据显示，移动互联网

数据流量在今年春节增长趋势十分明显，仅 2月 14日情人节

一天，其中 GPRS总流量就比去年增长 63.84%，WLAN和 3G

网络的总流量也比去年增加 227.55%和 212.68%。

２ 月 24日，“企业合法权益保护法律研讨会暨山西金业

集团和沁和投资股权纷争启示专家座谈会”在中国企业联合

会举行。专家通过对“山西金业集团和沁和能源股权纠纷”这

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和论证，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此案的终审

判决在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方面给予了高度认可和评价。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终审判决被告方山

西沁和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吕中楼返还原告山西金业煤炭焦化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新明股权的事实依据是多项的，做出

的判决合理合法，判决书条理分明、说理透彻、令人信服。同

时, 本案的典型性对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类似争议案件具有

借鉴意义。

金业集团和沁和投资股权纷争专家座谈会举行

广东移动互联网业务火爆

率先实现“全程有机”
特仑苏有机奶摘金后再展领军实力

钟琪

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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