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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街上很多人都在谈论
“ 欧洲杯”昨晚的那场好球，但是

书店里的“ 欧洲杯”却愣是卖不
掉，这也出乎了书商意料。记者在
一些书店走访时看到，虽然《 世界
公敌：何塞·穆里尼奥》、《 我是C
罗》等“ 欧洲杯”球星被放在显眼
位置，但根本就乏人问津，两天也
卖不出一本。

相对好一点的是如《 脸谱
2012———欧洲杯终极图鉴》 这类
在小组抽签结束后出版社突击赶
出来的“ 时鲜书”，但在书城一天
也就三四本的销量。“‘ 欧洲杯’
图书很尴尬。”资深球迷龚先生昨
对本报说，“ 像《 我是C罗》是3年
前的旧书，老球迷想看都看过了，

‘ 欧洲杯’ 期间只看球赛，不看
书。而这么厚的书，新球迷又来不
及看。但是像《 脸谱2012》这类书，
以图为主，新球迷又会觉得浅。”

正因为不看好“ 欧洲杯”图
书的“ 钱景”，上海很多书店一本

“ 欧洲杯”的书都没进，比如博库
书城。该书城人士告诉记者，对于

体育热点图书最好卖的是“ 观赛
指南”一类的书，但是这部分书对
出版速度要求非常高，很多书商
做不到，所以几乎还是“ 炒冷饭”
式的史料堆砌，很难吸引眼球。

出版速度很难达到，史料图
书又卖不动，“ 欧洲杯”图书此次
的遇冷，事实上已挫伤书商推“ 奥
运书”的积极性，很多书商不得不
临时调整计划，以免“ 一伤再
伤”。

2012伦敦奥运8月举行，按常
规，现在应是奥运书火爆之时。但
记者昨天获悉，现在上海各大书
店卖的2012年新版奥运书，大概
也就8种左右，其中有不少还处于
回顾北京奥运的状态，真正针对
伦敦奥运的只有《 英伦奥运旅
行》等少数几本。较之4年前此时
奥运书的如火如荼，今年这个数
量可谓锐减。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除去今
年奥运在国外举行的因素外，体
育热点书面临的瓶颈，也是书商
不得不保持克制的原因。

“ 欧洲杯图书”遇冷
“ 奥运书”受波及品种跳水

“ 欧洲杯”球赛持续大热，但
“ 欧洲杯” 图书却让书商伤透了

心。记者昨天在采访中发现，原本
指望大赚一笔的“ 欧洲杯”图书
普遍遭遇滑铁卢，损失惨重。这一
局面也“ 挫伤”了书商推出奥运
图书的积极性，较之4年前，今年
奥运书的品种将大幅度下降。

本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记者从湖南卫视改版的
消息中得到的另一个线索是，湖南
卫视将全新打造“ 第一周播剧场”
继续试水周播剧，在每周五、周六
进驻到晚间9：30时段。

记者获悉，“ 第一周播剧场”
将主打符合湖南卫视“ 年轻快乐
新锐”气质、引领国内电视剧新风
潮的电视剧，同时向全球广泛征集
优秀剧集，和主打“ 青春偶像励志
剧” 的晚间七点半档的电视剧剧
场遥相呼应。 记者 林艳雯

湖南卫视下月全新改版
金鹰剧场“ 飞”离晚间十点档

本报讯 记者 林艳雯 受收视
率下滑等各种影响，湖南卫视昨
日正式宣布，从7月开始全新改
版。本报记者了解到，广受瞩目的
湖南卫视晚间十点档“ 金鹰独播
剧场”将“ 寿终正寝”，以后每晚
这个时段将推出全新的综艺节
目。此外，黄金档娱乐节目《 天天
向上》和《 快乐大本营》将移师晚
间七点半，每周五、周六的晚间九
点半则会再度试水周播剧。

电视剧重心移至晚间七点半
湖南卫视于2005年开设金鹰

剧场，当时通过韩剧《 大长今》一夜
蹿红，7年来几乎所有卫视收视率冠
军的剧集都是出自于湖南卫视，包
括《 丑女无敌》、《 一起去看流星
雨》、《 新还珠格格》、《 宫》等。

不过，今年“ 限娱令”下达后，
湖南卫视平常日晚间七点半的黄
金档不能做娱乐节目，也改成了播
电视剧，这无疑带来了很大的成本
增加，以至于一直保持“ 老大”地
位的晚间十点档金鹰独播剧场的
剧集质量也一再下滑。

面对下滑，湖南卫视也试图做

过各种努力，譬如想过要购买韩国
同步的热播韩剧来吸引年轻观众，
也想过花大力气投入自制剧，但是
效果不尽如人意。昨日，湖南卫视
正式宣布，晚间十点档的金鹰独播
剧场被取消。《 我可能不会爱你》
将成为十点档的收官之作。

不过，今后湖南卫视晚间七点
半档的电视剧时段则会更名“ 金鹰
独播剧场”，并用三集联播的攻势
集中释放剧场优势，《 天涯明月刀》
等热门电视剧将登陆湖南卫视。

“ 大本营”加大砸钱力度
本报记者从昨日湖南卫视的

改版消息中还获悉，《 天天向上》
和《 快乐大本营》两档娱乐节目
也做出了“ 微调”，从现在的晚八
点恢复到晚七点半播出。湖南卫
视表示，希望通过这个新的编排，
借助品牌栏目的优势，尽可能形
成差异化格局，更大力度抬升周
间黄金档的竞争力。

另有业内人士昨日向记者透
露，向来一期节目只花几万元钱
的《 快乐大本营》，将在7月改版后
加大砸钱力度，邀请更多当红明

星参与节目录制，希望在短时间
内拯救收视率。

除了周末这两档娱乐节目，
湖南卫视把平常日的晚间十点档
也开辟出来推出五档全新的娱乐
节目。据了解，最先亮相是“ 90后
中国少年成长秀”《 向上吧，少
年》，7月2日起，职场减压类节目

《 完美释放》会在每周二晚播出。

周播剧卷土重来

》相关新闻

“ 上海文化全国行”
系列展演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为深入贯
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 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七
十周年座谈会上全面贯彻“ 二为”
方向、“ 双百”方针和“ 为人民奉献
更多精品力作”的指示精神，坚持文
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海准备开
展“ 海上 风 韵———上 海 文 化 全 国
行”活动。昨天上午，“ 上海文化全
国行”的出发仪式在文化广场举行。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振武出席仪
式并讲话。

据悉，“ 上海文化全国行” 由中
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文广局共
同主办，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上海
文广演艺集团和上海戏曲艺术中心
承办。7月7日起，上海京剧院、上海沪
剧院、上海评弹团、上海滑稽剧团和
上海越剧院等12家上海市级重点剧
团将奔赴北京、兰州、太原、西安、西
宁、常州、成都、广州和武汉等地展
演。他们都带去了最近几年创排的精
品力作。

其中，在长安大戏院上演的滑稽
戏《 乌鸦与麻雀》，在梅兰芳大剧院
上演的京剧《 成败萧何》和在国家大
剧院上演的话剧《 共和国掌柜》等都
是重头戏，还未演出，已经引起当地
的广泛关注。

“ 上海文化全国行” 主办方表
示，举办这个活动，就是要集中展示
上海的优秀作品，感谢全国人民对上
海各方面建设发展的支持，与全国人
民共享上海文化建设成果，同时加强
与各省市的文化交流，学习先进的创
作和管理经验，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献上一份厚礼。

》荧屏点击

》文化动态

苗圃化身“ 穆桂英”
本报讯 记者 林艳雯 由央视

著名制片人俞胜利担任制片的古装
剧《 穆桂英挂帅》，将于21日在上海
电视剧频道开播。俞胜利日前携剧
中出演穆桂英的苗圃等主演来沪接
受采访。

《 穆桂英挂帅》以“ 穆杨恋”为
主线，用比较轻松幽默的方式讲述了

“ 山野村姑”穆桂英与“ 官二代”杨
宗保之间的爱情故事。此前，穆桂英
一角曾有三个候选人，包括姚晨和闫
妮，当记者追问为何最终选用苗圃
时，俞胜利透露：“ 闫妮是很英气，但
是女性柔美方面稍微弱一点。而姚晨
是直接跟我说她怕拍马戏。”

而谈及占到 七 分 之 一 之 多 的
“ 马戏”，苗圃则一副“ 穆桂英”女中

豪杰状，称受点伤对演员来说是很正
常的事情。

安以轩低调觅爱人
本报讯 记者 林艳雯 曾因是

大S和汪小菲的“ 红娘”而被推到风
口浪尖的安以轩，近来又因为好友
的一句“ 不小心”而被曝出与男演员
杜淳有恋情。不过，昨日记者前往安
以轩与胡歌正在拍摄的唐人“ 纳米
剧场”微作品《 喜宴》现场探班，接
受采访的安以轩直言现在还是单
身，但正在等待爱情，不想继续当

“ 剩女”。
33岁的安以轩表示：“ 我的爱情

观是比较低调的，以前我对自己有
很多限制，现在觉得需要爱情了，也
正在等待。”不过，身为娱乐圈中人
的她却直言，“ 希望大家别追问，就
算被拍到（ 恋情）我也不会承认，因
为曝光以后压力会很大。”

话剧版“ 杀手”来袭
本报讯 记者 闵慧 昨天下午，

话剧《 这个杀手有点冷》媒体见面会
在沪举行。目前，该剧已进入到最后
的连排阶段，并将于7月4至8日首演
于上海兰心大戏院。

《 这个杀手有点冷》剧本曾获得英
国劳伦斯·奥立弗最佳新喜剧奖、巴克
雷戏剧奖最佳新剧目奖作品。主要讲
述了以描写性和暴力美学著称的电影
大导演，在获金马奖后的第二天早上，
被两名杀人犯影迷所绑架，并随之发
生的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情。

该剧由上海戏剧学院年轻导演
刘皓执导，演员囊括了综艺明星柳梦
洁，以及岳超、张庆庆等众多实力话
剧演员。刘皓曾创作多部影视作品，
但触电话剧尚属首次，谈到执导话剧
的感触，刘皓认为话剧跟影视剧最大
的不同在于影视剧的时空可以随意
转换，过去未来毫无阻碍，而话剧就
不一样，话剧有舞台道具的限制。

此外，刘皓也告诉记者，该剧是
个多媒体话剧，现场会结合许多视觉
特效，让舞台展示更加绚丽。

《 单车环球梦》出版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梦想旅行系

列丛书之一《 单车环球梦》近日由复
旦大学出版社推出。这是一本关于旅
行与梦想的书。讲述热爱旅行、勇于
筑梦的女性旅行家林存青和江心静，
双骑踩踏五大洲32国，实现壮游世界
梦想的故事。

因为书里叙述了很多旅行的艰
辛、危险和快乐，在很多评论家眼里，

《 单车环球梦》不仅只是两位旅行家
的旅行探险故事，也是一本激励年轻
旅人出发寻梦，延续善意的生命教育
的书。上周末，两位旅行家现身大众
书局为读者签售新书，并与大家分享
了自己旅行的经历。

“ 架上连环画”揭幕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由中国美协
主办的“ 第二届架上连环画·插图邀
请展” 上海巡回展即日起至6月25日
在虹桥当代艺术馆举办。展览邀请到
冯远、刘大为、黄永玉、汪观清、沈尧
伊、施大畏、夏葆元等几代艺术家展
出作品，旨在探索文学与绘画相结合
的画种的发展潜力，拉平连环画、插
图、组图等的界限，是对中国连环画
和插图艺术未来发展的有益尝试。

解密史瑞克爱情观
本报讯 记者 杨汶 日前，著名

情感关系专家、心理学培训师、心理
剧专家张群星在文化广场举办了一
场《 真爱秘密》———史瑞克的爱情攻
略讲座，带领观众从怪物史瑞克身上
发现亲密关系的真谛。

讲座中一开始通过《 怪物史瑞
克》第一部电影中的片段，联系现代
社会中的各个现象，从而揭示出了现
代生活中人们在情感关系中的关键
点。现场，志愿者们扮演起史瑞克、菲
欧娜公主、驴子、法瓜国王等人物，运
用语音语调和肢体语言更直观地表
达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 我可能不会爱你》将成为“ 金鹰独播剧场”十点档的收官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