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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特瑞·吉列姆新作《杀死堂吉诃德的人》发布预告片，2000年
开拍，2017年杀青

最“多灾多难”电影初现真容
近日，美国导演特瑞·吉列姆的
新作《杀死堂吉诃德的人》发布了首
款预告片。这部根据经典名著《堂吉
诃德》 改编的电影的拍摄历程堪称
世界电影史上最大的灾难。
该片的拍摄过程仿佛受到了
诅咒，从1998年开始，导演吉列姆
就开始影片的筹拍工作，2000年正
式开始拍摄， 其间遭遇了无数变
故， 不过， 吉列姆却始终不离不
弃，就像片中的堂吉诃德一样不停
战斗。

展开冗长谈判、试图拿回剧本版权。
同时， 他还搞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快
闪活动，一个人跑去《每日秀》摄影
棚外， 对着排队进场的观众举牌募
款。 牌子上写着：
“
无制片厂可归的
电影工作者，需要养家糊口，愿意执
导任何东西交换食物。 ”

2010年
伊万·麦克格雷格接班
2010年， 吉列姆终于从保险公
司手里要回了剧本版权。因拍摄《涨
潮海岸》（2005年） 时合作的制片人
杰里米·托马斯乐于帮他重启该项
目。 不过，由于档期原因，德普无法
回归，托比一角由伊万·麦克格雷格
接替。 曾出演《教父》《现代启示录》
的美国演员罗伯特·杜瓦尔接替让·
雷谢夫饰演堂吉诃德。然而，就在主
角人选敲定不到三个月， 导演本人
宣布：由于“财务上的小问题”，拍摄
计划暂时停止。

2000年
天灾人祸
导 演 特 瑞·吉 列 姆 一 开 始 就
打算与好莱坞片场划清界限，完
全用欧洲资金。 在片中饰演男主
角托比的是与吉列姆之前合作过
《赌城风情画》的约翰尼·德普，堂
吉诃德则由当时70岁的法国演员
让·雷谢夫饰演。 光是德普的片酬
就让法国投资人心生胆怯， 导演
吉列姆为了说服德普半价出演主
角， 不得不把自己的酬劳降低了
四分之三。
影片在西班牙北部纳瓦拉省正
式开拍。 开拍第一天，剧组发现他们
的场景就在一处军事基地附近，飞机
不时呼啸而过，根本没办法收音。 接
着，洪水淹没了搭好的场景；灾后复
原场景，却发现地面被雨水冲刷变了
颜色，不能连戏；辛苦练了大半年英
语的让·雷谢夫突患椎间盘突出，短
期内不能拍摄， 德普的档期又不能
久等，11月份，承揽剧组完工保险的
保险公司喊停了整个拍摄计划，并
且理赔了1500万美元给投资人。 作
为抵押， 保险公司拿走了该片剧本
的版权。

2015年
主演患癌
2014年，吉列姆再次宣布要重
启该项目，并公布了一张堂吉诃德
大战风车的美术概念图。 他还在社
交平台上写道：“堂吉诃德之梦再
次启动，今年，我们能不能让那老
家伙再次上马？ ”同年年中，导演还
信誓旦旦地宣布： 资金已经到位，
影片将在2015年1月开拍， 主演伊
万·麦克格雷格没变， 但堂吉诃德
的饰演者已经换成曾出演 《哈利·
波特与死亡圣器（下）》的英国演员
约翰·赫特。 在离开拍日期越来越
近时，吉列姆却爆出猛料：“又遇上
了小问题。 ”2015年，该项目又出现
转机， 亚马逊公司宣布投资该片，
“小问题”获得解决。 不料，几个月
后， 主演约翰·赫特被查出患有胰
腺癌（2017年因胰腺癌去世），拍摄
计划再度搁浅。

2006年
与保险公司谈判
2006年， 导演开始跟保险公司

福彩直通车

南通福彩网 http://ntfcw.tt17.com/

2016年
资金又出问题
2016年是小说《堂吉诃德》的作
者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当年的戛
纳电影节上， 吉列姆信心十足地召
开新闻发布会， 又一次宣布该片会
在当年10月开拍，之前确定的伊万·
麦克格雷格换成了 《星球大战7》中
饰演凯洛·伦的亚当·德赖弗，约翰·
赫特则换成了之前在《巨蟒与圣杯》
中有合作的迈克·帕林。 然而，到了
十月，就在各界翘首以盼之际，吉列
姆又放观众鸽子了， 依然是资金没
到位。拍摄不得不延后，但他也孤注
一掷地许诺：“只要我还活着， 这电
影就有希望。 ”

2017年
最终杀青
2017年3月，《杀死堂吉诃德的
人》终于第二次正式开拍，距离上一
次已过去了17年。主角托比没变，依
然由亚当·德赖弗饰演。而堂吉诃德
一角，则由之前的迈克·帕林换成了
曾在《妙想天开》里与导演合作的老
搭档乔纳森·普雷斯。 影片拍摄了3
个月，6月份最终杀青。 从2000年第
一次开拍，到2017年最终完成拍摄，
导演吉列姆用了17年时间。

2018年
映期存疑
影片虽然拍完了，但对于影片的
上映日期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消息。
2016年协助导演的制片人保罗·布兰
科因
“
创作分歧”退出了该项目，但他
认为自己仍然拥有影片部分权益，
没有他同意影片不能发行。 本来想
着影片能在今年5月份的戛纳国际
电影节上先亮个相， 但导演和制片
人正在打官司，电影节赶不上了。 至
于电影何时上映， 希望不要再让观
众经历一次漫长的等待吧。 滕朝

体彩开奖

“好运十倍”一等奖 40 万花落通州

4 月 16 日 21 ：38

又是一年春来到，春天是万物复苏，百花齐放的季节，是喜迎新生的季
节，这不，福彩刮刮乐也迎来了刮“苏”字版“好运十倍”刮刮乐，赢“奔驰
SUV”的活动，我市一幸运彩民更是喜获一等奖，奖金高达 40 万元。
活动伊始，各福彩站点都在踊跃领票，积极销售，不少彩民也连连中出
了 500 元乃至 5000 元的奖金。不得不说，“好运十倍”还真能带来“十倍”的
好运，这不，4 月 8 日，通州区一位彩民也加入了本次活动中来，在东社镇银
杏村的 32065607 站点一下子买回了几本“好运十倍”刮刮乐彩票带回家慢
慢刮，没想到就这么刮出了 400000 元的一等奖，好运气来了真是挡都挡不
住啊！ 隔天这位彩民就领取了属于自己的幸运奖金。
福彩刮刮乐“好运十倍”内含诸多惊喜，玩法简单，趣味性高，返奖率
高，更有多达十次的中奖机会，深受彩民的喜爱。 近期江苏省推出了“刮好
运十倍“苏”字票，赢奔驰 SUV”活动，更是在彩民中间刮起一场购买热潮。
根据该活动规则，凡彩民朋友在 6 月 30 日前，购苏字版“好运十倍”，刮出
汽车奖符，即中 25 万元奔驰 SUV 一辆或等额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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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元可中 1000 万

局机关事编、公务员、医生、
连续三期优秀嘉宾推荐单位 教师、私企老板、蓝领等众多
13 个 白领、成功人士可供您挑选
特 牵爱是由南通地区
社区的热心大妈、大伯、
★南通人在上海等外地工作的
点 阿姨联合组成的婚姻介
绍 专 业 红 娘 服 务 团 队 大型特色婚恋机构，欢迎咨询
地址：人民中路 95 号纺织大厦 623 室 红娘团队官方热线：18151332168
南通电视台《我想有个家》

鸿运婚介

诚实守信
无婚托婚介

用婚托缺德，骗钱财害己
创办十多年，数千对成功配婚，良好的社会口碑。

不满意，不付婚介费
小石桥红绿灯东 100 米马路北四路车站楼上
征婚85292569
QQ:1252832854
热线13962983156 15851252008

福彩开奖
4 月 16 日 21 ：48
七乐彩第 2018043 期
7、18、19、21、22、24、28+2
乐透型 15 选 5 第 2018099 期
3、5、6、9、13
6+1 第 2018043 期
5、8、3、0、6、8+龙
3D 第 2018099 期 9、1、9

24 岁
28 岁
28 岁
30 岁

1.68 米
1.65 米
1.73 米
1.78 米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事业单位 气质好
国企行政 漂亮
教师 家境好
国企工程师

女 45 岁 1.66 离独 机关 有车房 有气质 显年轻
男 44 岁 1.78 离独 经商 有车房 实在
男 49 岁 1.78 离独 公务员 有车房 素质高
地址：人民路王府井红绿灯路口浦发银行楼上 404 室

地址：美丽华红木广场 9 号楼 0615

曼城还刷新了英超前半程积分
最高纪录， 在2017年12月23日主场
以4比0大胜伯恩茅斯后， 该队英超
前半程19轮取得了18胜1平的惊人
战绩，积分达到惊人的55分，领先排
名第二的曼联12分之多。 英超前半
程的积分纪录是52分， 是由穆里尼
奥执教切尔西时创下的。 这使得曼
城在本赛季赛程过半之时就让英超
冠军失去了悬念。
整个2017年， 曼城在38场英超
联赛共射入101球， 场均进球高达
2.66个，也创造了英超历史之最。 此
项纪录的保持者是曼联， 他们在
2000年40场英超比赛共射入95球，
比赛场次比曼城多，进球比曼城少。
曼城在与切尔西交手时传球
902次，创造又一项英超纪录，而该
项旧纪录是由曼城自己保持的，那
是本赛季曼城对西布朗之役成功传
球843次。曼城在对埃弗顿之役控球
率高达82%， 这是英超自2003年引
进控球率统计以来， 客队单场比赛
最高的控球率纪录。其中，曼城后腰
费尔南迪尼奥传球187次，这是英超
在2009年开始引入本项数据统计以
徐扬扬
来的历史最高纪录。

紧盯中国市场
F1将设立中国办公室
“
中国站非常棒，无论是票房
还是环境、 保障等等， 都非常到
位。 ”F1全球战略总监亚斯15日
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
未来我们
将做更多本土化的努力， 其中之
一就是设立F1中国办公室。 ”
在F1中国站第15个年头，F1
迎来了新东家——
——
—美国自由媒
体集团，他们的到来也将给F1带
来不少变化。 按照自由媒体集团
之前公布的改革计划， 包括引入
1.5亿美元的预算帽；平均分配收
入，每支车队3000万美元等等。对
车迷而言， 本赛季最直观的变化
就是车辆引入了座舱防护装置
Halo”，这个被昵称为“人字拖”
“
的装置由于安装在碍眼的车载视
角上，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也凸显
了F1保护车手安全的决心。
去年9月，一级方程式与上海
久事体育成功续约3年，双方对未
来的发展都充满期待。 F1主席切

最新演出信息

斯·凯利曾表示，F1中国大奖赛的
持续举办， 不仅表明了中方优秀的
赛事运营、管理能力，也表明F1运
动已经在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引发
了强烈的兴趣。
“我们非常看重中国大奖赛。我
们坚信， 中国未来还有大量的潜力
等待开发，F1在中国市场的发展还
会加速。当然，我们也做好准备更好
地融入中国。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
拉近与青年人和女性的关系， 将举
办更多活动吸引家庭观看比赛，走
进赛场。 ”
从F1的首个“
F1嘉年华”落户
上海，到F1的电视直播重回CCT V，
再到F1设立中文的官方社交媒体
账户， 新的一年来，F1一直努力在
拉近与中国车迷、中国市场的关系。
“
虽然我们与上海签了3年的合
约，并不算长约，但是双方已经有了
长期合作的基础和诚意。 ”亚斯说。
新华社记者 朱翃 张悦姗

道恩·强森主演动作科幻片 《狂暴巨兽》
娜塔莉·波特曼主演
《湮灭》
余男、任达华主演
《西北风云》
韩庚主演
《寻找罗麦》
泰尔·谢里丹主演动作科幻片《头号玩家》
伊尔凡·可汗主演
《起跑线》

4 月 18 日 19:30 费德里奥三重奏
4 月 20、21 日 19:30 中央民族乐团《丝绸之路》音乐会
扫二维码关注更俗剧院微信公众平
4 月 29 日 19:30 中国杂技团杂技剧《天地宝藏》
台，获取更多电影演出信息。
5 月 6 日 15:00 大型音乐木偶剧《小人国与大人国》
更俗剧院新官方网站 http://www.ntgsjy.cn/
5 月 14 日 19:30 大型民族歌舞剧《白莲》
售票热线：85512832 服务监督：85528668

成功 满意 诚信 《江海晚报》分类广告

85100503 15358777393 短信微信报名：18934533636
地址：人民中路端平桥综合楼 304 室

晚 报 讯 2017-2018赛季的
英超冠军终于在北京时间昨晨结
束的第34轮第二个比赛日提前诞
生。 随着曼联主场以0比1不敌积
分垫底的西布朗，这使得本轮以3
比1击败热刺的曼城已领先曼联
多达16分，提前5轮（曼城尚少赛
一轮）在英超登顶。 至此，曼城追
平了英超历史上最早夺冠的纪
录 ，2000-2001赛 季 弗 格 森 麾 下
的曼联同样是提前5轮夺冠。
经历了上赛季无冠的尴尬
后， 瓜迪奥拉终于在登陆英超的
第二个赛季， 以极具统治力的表
现， 率领曼城开创了属于自己的
新王朝。
曼城本赛季最让人瞠目结舌
的是创造了英超单季惊人的18连
胜。从2017年8月26日做客以2比1
击败伯恩茅斯开始， 到12月27日
做客以1比0战胜纽卡斯尔， 这辉
煌的18连胜不仅打破了阿森纳在
2002年创造的14连胜的英超历史
纪录， 而且距瓜迪奥拉自己保持
—执教拜
的五大联赛连胜纪录——
仁慕尼黑取得的19连胜只差一个
胜场。

一生缘征婚交友 更俗剧院

热线：85585683
15996627788 微信号：15996627788
女 38 岁 1.61 离独 私营公司 宝马车 房 漂亮

情缘婚介 花好月圆婚介
女
女
男
男

英超提前5轮夺冠
曼城新纪录一箩筐

——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广告投放热线：851188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