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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装修，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打造，建筑面积每平方米699元，20天完工，手机监工、装修管家全程服务……”凭借
为装修客户“省钱、省心、品质有保障”等优势，生活空间互联网家装体验中心成立一年来，迅速占领了家装市场。为解决客
户房屋地面不平的问题，即日起，预定装修就赠送“自流平”。

省钱！品质装修只需699元/㎡
2015年 5月，“生活空间”将终结市场暴利的重拳砸在了

一直让消费者头疼的家装领域。建筑面积每平方米 699元
全包，包设计、包主材、包施工、包保洁。装修主材采用一线
品牌产品，如科勒洁具、马可波罗瓷砖、圣象地板、雷士照明
灯具、施耐德开关插座、立邦净味 120墙面漆、宝兰集成吊顶
等名牌产品。所有主材品牌和辅材品牌产品都可以在市面
上找到，这个价格到底是否实惠？消费者可以去市场转一
圈，就知道“生活空间”价格优势。

省心！手机全程监控施工进度
许多装修过房子的消费者一定都有这样的经历，铺地板

前清扫没？刷漆之前调啥色？监督、买材料前前后后需要往
工地跑不下 30趟。说实话，炎夏能坐在空调屋里盯装修，谁
愿意灰头土脸奔工地。

现在，“生活空间”就已实现“不用去工地也能盯施工”的
梦想。除了验收，整个装修过程您都可以通过手机完成“监
工”，一对一的装修管家会将每日的施工内容、施工工人、施
工结果通过手机实时传送给业主，业主提出问题 3小时内回

复并处理。

省时！毛坯到完工仅需20天
如何花最短时间和最少钱干最多事，还让业主满意，在

这件事上，“生活空间”最在行。
“生活空间”在产品和工人上向传统家装行业发起了挑

战。一方面，将工程队分包制改成产业工人制，去客户家干
活儿的都是“生活空间”自有工人，专业培训，标准化施工工
艺，工人干劲儿十足不拖工；另一方面就是将所有非标产品
标准化。橱柜、卫浴柜和木门等产品的待产时间最长，“生活
空间”研发出十几种尺寸的标准柜体提前生产备用，随时上
门安装。

靠谱！超长质保后顾无忧
从设计选择到施工验收，再到售后质保，让业主省心是

“生活空间”的不懈追求。水电施工质保 10年、其他工程超
长质保 2年，主动承担质保责任，做到让您后顾无忧。

“生活空间”真正为业主解决家装上的烦恼，想业主所
想，为业主解忧，希望业主无需再为家装奔波。装修这些事，
我们为您一站搞定！

生活空间让您体验“互联网+”装修
699元/㎡20天完工

预定就赠“自流平”

6月 8日，由热门游戏改编的魔幻电影《魔兽》在内地开画，
无论这款游戏在中国的粉丝有多少，《魔兽》的上映都被电影市
场当做一件大事来看。作为近年来体量最大的游戏改编电影，
一方面，影片的票房潜力有望使其成为现象级的作品；而另一
方面，它能否打破游戏改编电影“叫座不叫好”这个魔咒，备受
业内关注。

今年以来，《愤怒的小鸟》《魔兽》的接连上映让热门游戏改
编电影的风潮又起，后续还有《俄罗斯方块》《水果忍者》等游戏
也已宣布上马。究竟游戏改编电影如何做到玩家观众都买
账？《魔兽》能否成为此类电影的一个转折点？我们采访了业内
人士和电影主创，为您解析。

发 展 历 史
“叫座不叫好”已成魔咒

其实游戏改编电影的历史并不长，1993年，风靡世界的热
门游戏《超级玛丽》被改编为电影《超级马里奥兄弟》，可以被算

作是这类电影的鼻祖了。不过相比于游戏在玩家心目中的地
位，电影上映 3周后仅收获 2100万美元的票房,不及 4800万美
元投资成本的一半。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游戏拍成的电影作品已经累积了不少，
其中不乏《生化危机》《古墓丽影》这样在全球范围内都有知名度
的作品，只是相比于忽高忽低的票房，单薄剧情和无脑打斗一直
是人们对游戏 IP改编电影的固有印象，至今没有电影能够打破
这个魔咒。曾几何时，漫画改编电影和游戏改编电影一样是刺
激而无脑的代名词，而如今漫画改编电影已经走出了自己的风
格和道路，跻身超级大片，吸引主流市场。而游戏改编电影还在
B级片的魔咒中难以突围。这和剧情的薄弱是分不开的。

游 戏 改 编
两种思路五种方法

虽然游戏改编电影的作品不少，但总的来说，好莱坞游戏改
编电影发展至今20多年来，大部分电影都是针对亚文化的低成本
影片，通过类型化和细分市场获得了较好的收益，且为 IP推广做
出了重要贡献，但情节薄弱的缺点是限制此类影片的最大问题。

思路1 强化游戏IP优势
方法一：电影重现游戏元素
IP延续性体现在电影道具、角色、场景等各个方面。
代表作品：《极品飞车》中的道具、《古墓丽影》中的角色、

《寂静岭》中的场景
方法二：电影拍摄手法借鉴游戏视觉风格
游戏因其自身特性，可以实现一些常规电影中少见的视听

语言。将游戏特有的视听元素加入电影，将是亮点。
代表作品：《马克思·佩恩》
方法三：打造游戏化的电影体验
有一些游戏 IP改编电影倾向于保留闯关气质，观众能够体

验到和普通电影不同的简单畅快的观影体验。
代表作品：《波斯王子》
思路2 借鉴电影工业流程
方法四：弱化游戏认知，强化电影类型
面对主流观众的大制作影片或许可以选择跳出游戏 IP改

编电影的先天定位，重新为自己打造一个电影的标签，将影片
打造成成熟的类型片而非游戏电影。

首先，高度类型化的影片能够直观地告诉潜在受众自己将
提供怎样的观影体验，拉拢潜在观众。其次，早已发展成熟的
类型片制作体系能够让原始剧情和世界观并不完善的游戏找
到合适的改编思路和方法。这样的工业化流程是适合游戏 IP
改编电影的。

代表作品：《生化危机》系列
方法五：构建丰富的情节
游戏中的情节并不占据重要地位，只是主角进行探险的背

景而已。玩家更注重的是游戏的操控性、可玩性等人机交互层
面的东西，而对于不可操作的电影来说，剧情显得非常重要。

然而遗憾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游戏 IP改编电影的剧
情都十分薄弱。这些影片凭借以上提到的某些方法实现了盈
利，但游戏 IP改编电影的格局仍然是小成本亚文化影片。反观

漫画改编电影近年来闯出的宏大格局和完整世界观，游戏改编
电影仍需努力实现对主流文化的吸引。

代表作品：《魔宫帝国》《杀手:代号47》

业 内 支 招
发挥游戏特长 挖掘深层内容

虽然如《寂静岭》《生化危机》《古墓丽影》这种著名游戏改
编的电影，票房和知名度都有保证，但口碑一向为人诟病，所以
迫切需要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魔兽》的上映不仅为粉丝所期
盼，也被业内人士关注，因为它作为游戏界的顶级 IP，有可能决
定其他游戏改编电影的前途和命运。

不过在有些业内人士看来，游戏改编电影本就是一件吃力
不讨好的事情。著名影评人韩浩月认为，游戏思维和电影思维
本就存在差异，游戏更注重和玩家的互动感，电影在给予观众
感官享受的同时，还要兼顾一些启发性和人文性的东西。

韩浩月表示，游戏在改编成电影时，一定要发挥其 IP特长，
应该去分析玩家喜欢这款游戏的深层次原因。“通常人们玩游
戏是为了释放压力，但其实每一款游戏都有特别的东西来吸引
不同的玩家，就看这些深层次的东西能不能被电影人挖掘出
来。”其次他认为，游戏改编电影，一直被认为缺乏故事和文本，
但其实这一点可以用游戏本身的“世界观”来弥补，“有一些游
戏很经典，但改编成了电影口碑不佳，是因为玩家看电影的时
候带了对游戏的浓厚感情，而优秀的游戏改编电影除了要照顾
到他们，更要注重比玩家庞大的观众群体。

未 来 发 展
游戏改编电影将成为气候

不少人认为，2016年或许会成为游戏改编电影的一个转折
点，《魔兽》目前在内地零点场的票房已经超过《速度与激情 7》，
首日电影票更是一票难求。

前段时间，曾制作《水果忍者》的Halfbrick工作室宣布这款
游戏也会拍成电影。影片由 Vinson 影业制作，J.P.Lavin 和
ChadDamiani联手打造剧本。他们最近的一部作品是索尼出品
的《如何在花园地精的攻击中幸存》，他们两人曾获得过第 59
届艾美奖，从制作班底来说确实不赖。

而早在 2014年著名游戏“俄罗斯方块”版权方——蓝色星
空游戏公司就表达出了要将该游戏改编成电影的意愿。并且，
面对多家影视公司抛来的橄榄枝，他们最终相中了美国的
Theshold 娱乐公司，今年戛纳电影节前夕双方签订了授权合
同。据报道，目前《俄罗斯方块》的剧本一稿接近完成，影片将
由打造《魔鬼帝国》系列和《真实的谎言》的拉瑞·卡萨诺担任执
行制片人，整部电影将分为三部曲，预算为 8000万美元，首部
影片预计在 2017年一季度开机。

同时，国内的游戏改编电影也已上路。去年腾讯公司宣布
游戏《斗战神》《QQ飞车》《天天酷跑》《洛克王国》《QQ炫舞》等
将拍成电影，导演周显扬在今年 3月份的香港影视展上宣布将
《三国无双》搬上大银幕。

图为《魔兽》海报。 据京华时报报道

剧情单薄、无脑打斗、叫座不叫好

游戏改编电影的魔咒《魔兽》能打破吗？

□新华社记者 郑昕

“童话”、“神话”之后，足坛谁主沉浮？冷门一直是欧锦赛
最响亮的主旋律之一，在法兰西之夏悄然来临之际，谁能成为
本届“黑马”，自然是关注的焦点。在传统豪门德法英意西葡六
强之外，24 支参赛队的其余成员若是夺冠都可以称作“黑
马”。但是既然最有爆冷潜质的比利时队和奥地利队已经被第
二位和第 10位的世界排名“漂白”，那么其他潜在的冷门制造
者，或许就在以下 3匹“马”之中产生。

“龙马”威尔士

提起威尔士巨星吉格斯，国际足坛无人不晓，但是威尔士队的
知名度仅限于此，在大赛中球队默默无闻：有“红龙”之称的他们此
前只参加过1958年世界杯，欧锦赛今年还是第一次进入正赛阶段。

欧锦赛预选赛中，威尔士队与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比利时
队同组，两回合一胜一平占据优势，只是由于在波黑队身上阴
沟翻船而最终屈居小组第二，拿到进军法国的门票。

预选赛上登场球员中只有一名年过 30岁的球员，足见这
支青年军中不只是“人中赤兔”贝尔一人的球队，拉姆塞、乔·艾
伦等都在英超强队立足多年，还包括本赛季黄袍加身的莱斯特
城队中场安迪·金。

小组中遇上“老大哥”英格兰队，“红龙”小伙子们也算是知根
知底，而另外两个对手俄罗斯与斯洛伐克都不在自己的黄金时
代，威尔士人若能首次冲进淘汰赛或是走更远，不仅是对吉格斯
的致敬，更是告慰2011年离世的前任主帅斯皮德最好的礼物。

“冰马”冰岛

威尔士队尚有世界杯参赛经历和传奇巨星，冰岛队则是不

折不扣的“草根”。本届欧锦赛之前，他们不仅大赛经验为零，
连史上最佳球员古德约翰森也是现役球员，上赛季还在中超联
赛走过一遭。不过，接过北欧力量型打法大旗的冰岛队，却是
谁也不敢小觑的一股旋风。

冰岛队的“黑马”潜质，在预选赛中就有所显露，与捷克、荷
兰、土耳其等队同组，本来应该是送分童子的冰岛队却双杀世
界杯季军荷兰队，拿到了 24强席位。球队中场西于尔兹松凭
借力拔千钧的远射以及不知疲倦的跑动，早已取代老将古德约
翰森，成为球队核心。

冰岛国足与同组的葡萄牙和奥地利两队都球风偏软，若能
爆冷击败对手晋级淘汰赛，那么在欧锦赛的童话、神话过后，冰
岛队的“萨迦”传奇也值得期待。

“疯马”波兰

从战术打法与分组情况来看，波兰队理应是本届世界杯最
可能上演“黑马”奇迹的球队，但其不稳定的潜质，也可能让他
们早早崩盘，成为真正“黑马”的垫脚石。拥有欧洲头号全能型
中锋莱万多夫斯基，以及皮什切克、布瓦什奇科夫斯基等兼具
强壮与速度的波兰国脚，波兰队的人员配搭与 2004年希腊队
的阵容如出一辙。

拿此次欧锦赛预选赛为例，波兰队“疯起来”能够以 2：0力
拔同组的世界冠军德国队，却也能被无缘欧锦赛的苏格兰队两
回合逼平。同时，球员何时闪光也很难捉摸，莱万多夫斯基既
可以在预选赛连续 4场比赛中打满 90分钟却颗粒无收，也能在
对格鲁吉亚队的比赛 4分钟内完成“帽子戏法”。

波兰队主教练纳瓦尔卡曾与波兰传奇球星博涅克并肩战
斗，他若能将球队拧成一股绳，球队小组出线应不成问题。而
到了拼意志的淘汰赛阶段，波兰军团理应能走得更远。

欧锦赛“黑马”猜想

本报讯（记者谭湘竹）7 日，记者从省体育局召开的
2016全国户外运动系列活动（黑龙江站）新闻发布会上了
解到，中、俄、韩橡皮艇拉力赛和全国徒步大会，将于 6月下
旬分别在中俄界江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省密山县兴凯湖举
行，这标志着历时三个月的 2016 全国户外运动系列活动
（黑龙江站）正式启幕。

据介绍，作为 2016全国户外运动系列活动（黑龙江站）
水上项目，穿越大界江 2016“人教杯”中、俄、韩乌苏里江橡
皮艇拉力赛暨中俄橡皮艇穿越活动，将于 2016年 6月 27日
至 7月 7日举行。届时来自中国、俄罗斯、韩国的选手，将于
6月 27日从虎林县虎头镇启程，经饶河县于 29日到达终点
抚远县黑瞎子岛。拉力赛总长 380公里。7月 3日参加拉
力赛的中俄两国的运动员将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出发，
驾驶动力橡皮艇沿黑龙江（阿穆尔河）进行穿越活动。沿途
将经过共青城以及特罗依茨科耶、赤枚乐莫农夫卡、波果罗
得斯果耶和特琳等俄罗斯村镇，7月 6日抵达终点尼古拉耶
夫斯克。行程大约 1200公里。

本届赛事以竞技、旅游、休闲、游戏为主题，以动力橡皮
艇为载体，通过水上竞速、陆上竞技、岸上游戏和穿越活动，
辅以娱乐、采风等多种手段，全面立体展示中俄界江两岸直
至俄罗斯尼古拉耶夫斯克出海口的生态资源、民俗、民风以
及自然风貌 。

同时，备受广大徒步爱好者关注的全国徒步大会，也将
于六月、七月、八月在黑龙江举行三场别开生面的活动。据
了解，由中国登山协会与黑龙江省体育局联合主办的 2016
全国徒步大会，将分别在黑龙江省密山县兴凯湖、抚远县黑
瞎子岛和五大连池风景区举办三站活动。这三站活动举办
时间分别为：兴凯湖站：2016年 6月 24日-26日，五大连池
（夏季）站：7月 22日-24日，黑瞎子岛站：8月 19日-21日。
目前，兴凯湖站活动的报名已经展开，徒步爱好者可以通过
徒步 100网和徒步 100微信公众号报名。五大连池和黑瞎
子岛的报名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2016全国户外运动系列活动
（黑龙江站）6月下旬启幕

本报7日讯（记者董云平）7日，由黑龙江省文化厅、黑
龙江艺术职业学院、黑龙江省博物馆联合举办的“黑龙江艺
术职业学院艺术设计系教师作品展”开幕式及捐赠仪式，在
黑龙江省博物馆举行。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艺术设计系始创于 1959年，经过
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与拼搏，已由最初的“舞美专业”发展到现
在具有八个专业的“艺术特色系”，在省内外享有较高的声
誉。本次画展共展出该学院艺术设计系教师创作的60余幅
作品，包括油画、中国画、水彩画、漆画，是黑龙江省艺术职业
学院美术教师近年来利用业余时间创作的一批优秀作品。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教师作品展举行

本报讯（记者陆少平）日前，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
会黑龙江联盟在哈尔滨正式成立。来自全省的 70多家街
舞理事单位及部分街舞爱好者共聚一堂，见证联盟的成立。

据了解，目前我省有“街舞”舞者近万人，以高校年轻人
为主体。省舞协相关负责人介绍，“街舞”黑龙江联盟的成
立，对于积极推广我省“街舞”文化，引领“街舞”健康向上发
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街舞”黑龙江联盟成立

本报7日讯（记者邵国良）6月 7日，由黑龙江省摄影家
协会、北大荒摄影家协会和东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联合主
办的“影像瞬间”金贵林摄影作品展在哈尔滨举办。

金贵林，黑龙江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毕业于哈尔滨师范
大学摄影专业，现就职于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北大荒文工
团。上世纪 70年代末，他在广袤的北大荒拿起相机走上新
闻摄影的道路。30多年来，他在省内外各级媒体发表摄影
作品数千幅，其中《荒原新炊》《大地的旋律》《中国最美湿地
挠力河》等数十幅作品入选国际和国家级摄影展并获奖。
图为摄影爱好者在参观影展。 本报记者 邵国良摄

“影像瞬间”金贵林摄影展举办

据新华社上海6月7日电（记者孙丽萍）功夫明星李连杰
6日在上海宣布将携手上海新成立的兴格传媒，共同制作一
档功夫真人秀《谁是下一个功夫英雄》，定于 2017年播出。他
表示，届时将邀请史泰龙、施瓦辛格、安吉丽娜·朱莉等人一
起参与这档真人秀节目。

在 6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李连杰向兴格传媒赠送了
一份礼物——1974年他代表中国武术界访问美国时拍摄的
一张黑白照片。他笑言，赴美之前曾希望让全世界都理解

“中国武术”博大精深的内涵，但如今四十余年过去，好莱坞
还是只知道“中国功夫”而不知中国武术，中国功夫已成为中
国文化代名词之一。

李连杰邀请史泰龙、施瓦辛格
加盟功夫真人秀

据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记者吴俊宽）第 31届夏季奥运
会将于 8月 5日至 21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国家体育总
局田管中心副主任冯树勇 7日透露，目前中国田径选手已有
57人获得里约奥运会参赛资格。

里约奥运会田径项目比赛将于 8月 12日至 21日进行，比
赛项目为 47项，其中男子 24项，女子 23项。

据冯树勇介绍，截至 6月 6日，中国田径选手已在男子 10
项、女子 13项，共 23个项目中有 57人获得参赛名额，其中男
子 4X100米接力项目与男、女 100米个人项目不重复计算。

目前，中国选手在男子 100米、撑杆跳高、跳远、三级跳、
马拉松、20公里竞走、50公里竞走以及女子铅球、铁饼、标枪、
链球、马拉松、20公里竞走项目上均有三人以上达到奥运参
赛标准，拿满了 3个参赛名额。

中国田径已有57人
获得里约奥运会参赛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