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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提到央视主持

人赵普! 相信很多人能想起那个在

汶川地震直播节目中流下眼泪的

他"

!

月
""

日!凤凰视频客户总监

#子轩大灰狼$发微博称%#热烈欢迎

赵普加入凤凰&$该微博引发网友猜

测'热议!而且赵普最近也没有出现

在(晚间新闻)中!更让观众相信了

这条微博的真实性&

微博热议的同时! 记者在贴吧

赵普吧中也看到! 有网友称这个消

息来源可靠&截至记者截稿时!该消

息未得到赵普本人确认&

而当事人#子轩大灰狼$则于
!

月
""

日晚表示%#我自己很喜欢赵

普!希望他来凤凰!仅此而已!大家

不要误会**别误会我的意思+ 这

只是个愿望$

!

华商
"

!

新闻背景

!

月
#

日! 央视主持人赵普发出

的一条微博! 引发公众对老酸奶和

果冻食品安全的高度关注" 事情过

去十几天!有细心网友发现!赵普自

发出这条微博后! 便再未在其主播

的#晚间新闻$中露脸!也不再更新

微博%随后!有不少网友猜测赵普被

&封杀'%

关于赵普的消息! 赵忠祥在
!

月
$%

日的微博中提到! &今天下

午赵普帮我送来图章! 我问他老酸

奶怎么回事 ! 他说今天电视报

(道) 了% 我问 *真有问题吗+, 他

说 *是,-' 记者拨通了赵忠祥的电

话% 他表示! 那天与赵普碰头的时

间不超过一分钟! 对于老酸奶的话

题也就寥寥几句! 但过程中并没有

看出赵普有失意的情绪%

!

月
"#

日 ! 记者多次致电 !

终于联系上赵普本人 % 对于这十

几天的 &销声匿迹'! 赵普用了唐

朝诗人王昌龄的七绝诗 &洛阳亲

友如相问 ! 一片冰心在玉壶 ' 来

回应大家的关心 % 而赵普的同事

则称赵普在轮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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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在抗日中成长

华语片题材总喜欢撞车& (黄

金)背景是伪满洲国!混混#小东

北$为求发财!加入抢日本人八吨

黄金的队伍! 渐渐由一个小混混

成长为抗日英雄! 当然这其中还

有爱情的鼓励& (匹夫)的背景是

风沙满地的大西北! 黄晓明带着

一帮土匪本来过着打砸抢的自在

生活!后来因为张译的加入!也加

入了抗日的队伍&

导演宁浩总结 ! (黄金大劫

案)是关乎成长主题!一个吊丝成

长为精神高富帅,可是!黄晓明主

演的(匹夫)说白了也是这样!这

位匪帮老大基本上也是由只图私

利的一个莽夫!渐渐走上杀-日本

鬼子$的英雄道路& 两片故事和人

物发展脉络却如此相似! 这不免

让人郁闷%古装片退潮!当代题材

没人碰!如今民国!抗日题材 !倒

成为香饽饽! 英雄们集体上阵打

日本& 不知道这是不是(金陵十三

钗)给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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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传统 !匹夫"粗犷

看过宁浩的 (疯狂的石头 )

(疯狂的赛车)! 自以为熟悉了宁

浩的风格的观众!可能会对(黄金

大劫案)十分惊讶!他们可能会觉

得这部片不够#宁浩$!因为(黄金

大劫案)的叙述方式很传统!纯粹

的顺序! 而且没有多线索同时前

进& 宁浩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有

意为之!因为前面两部都是在#打

破$!这一部是 #建设 $!建设其实

比打破更难& (匹夫)则仍然是杨

树鹏(我的唐朝兄弟)的风格 !晃

动的镜头! 尽力展现一种粗犷的

风格 /说白了就是力图把人往脏

里整0& 因为时不时地要凸显一些

喜感! 两片的音乐都很突出!(匹

夫)的音乐更是抢戏!它的捉刀者

是杨德昌的妻子&

除了叙事 !(黄金大劫案 )还

是延续了宁浩的特点! 这回主要

用的是东北方言!影片一开始!对

白和剧情都十分欢乐! 让观众感

觉仿佛是在看二人转& 不过(黄金

大劫案)有笑有泪!前半程笑点很

多!后半程逐渐悲壮!小东北父亲

死'陶虹等救国军死!以及最后女

主角程媛媛的死! 都有女观众擦

泪!尤其是最后一幕!小东北在影

院里!看到陶虹'程媛媛以及自己

在片场的镜头!当时呆住!此刻崔

健粗犷的声音唱起 (迷失的季

节)!这简直是全片最精华处& 一

位观众说%#看到结尾!恍若隔世!

一听到这首歌! 更是想起了电影

里诸多人物的命运! 和小东北一

样!为他们感到唏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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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冒险电影#黄金大劫案$和黄晓明主演的硬汉热血电影#匹夫$于
#

月
$%

日
&'())

同时在南京各大影城引爆%揭开中生代导演集体!抗坞"的第一波& #黄金$

主打宁浩三年来的新作%而#匹夫$则是黄晓明转型力作%各有卖点%因此影院对#黄

金大劫案$和#匹夫$两片平等对待%场次相对平均& 两片同时上映%宣传上也形成

*+

之势%#黄金$上映当天%宁浩携该片女主角程媛媛到成都%继续自己的高校接力

之旅%而今天%宁浩还将马不停蹄去杭州宣传& 而与此同时%#匹夫$主创黄晓明杨树

鹏张译等人也于
#

月
$#

日下午在上海做落地宣传& !黄金"和!匹夫"同时上映%

究竟孰高孰低%当由观众说了算& 从题材来看%两片倒都是!异曲同工"题材撞车%都

是以民国为背景%以小人物在抗日中成长为主题&

#黄金大劫案$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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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由华策影视'

浙江崇远联合出品的
!2

集古装奇

情大剧 (薛平贵与王宝钏)

!

月
"3

日在北京举办开播发布会! 主演陈

浩民'宣萱'馨子'张亮等到场&

该剧即将于
%

月
$

日登陆江苏

卫视独家首播! 从发布会现场发布

的片花来看!宣萱剧中
$2

年苦守寒

窑!命运悲催!赚足眼泪& 但戏外的

两人则打打闹闹十分开心! 可是陈

浩民提及#狼吻$事件!则表示它给

自己留下很深阴影&

(薛平贵与王宝钏)由金牌编剧

兼制作人简远信亲自操刀! 著名导

演林添一执导! 他曾打造了风靡一

时的(回家的诱惑)&与传统戏文#薛

平贵与王宝钏$这段故事不同!剧中

的王宝钏是一位相国千金! 为贫穷

公子放弃富贵!十八年苦守寒窑!才

终得破镜重圆, 陈浩民出演男主角

薛平贵!品性善良!几乎赢尽剧中所

有女演员的爱!但他坚持真爱!不抛

弃发妻!最终和宝钏重逢&

制片人简远信曾表示!(薛平贵

与王宝钏) 探讨的都是关于婚姻的

问题!#如果说(回家的诱惑)是一部

现实主义剧!揭露了男人出轨'小三

当道!(薛平贵与王宝钏) 就是一部

浪漫主义剧! 用一个波折感人的淳

朴故事!树立坚贞不移'不看金钱看

品德的正确爱情

观&$陈浩民当天在

现场表示!他对#薛

平贵$ 这个角色十

分喜欢!#这部剧能

向观众传达真爱的

力量& $与此同时!

他也开心地表示 !

终于演了一个有血

有肉的#人$!#以前

我不是演孙悟空 !

就是演哪吒'济公!

都是蹦蹦跳跳的

神! 现在终于认真

地演一个人了 !我

觉得很考验演技&$

由于之前遭遇 #狼

吻$事件!陈浩民的

形象大跌! 他也坦

承这件事情给自己

留下很深阴影 !至

今还在看心理医

生&不过他也笑言!

自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现

在拍戏间隙很少出去聚会! 大都在

房间里健身看剧本! 还会尽量把妻

儿带在身边&

尽管同是出自
456

!(薛平贵

与王宝钏) 却是宣萱和陈浩民认识

十多年来的首度合作&

宣萱荧屏多正义' 干练的都市

女性形象! 此次饰演王宝钏却是一

个悲情角色! 宣萱连连感叹角色太

辛酸!哭戏很可怕& #王宝钏在剧里

一直在流泪! 刚开始接这个戏时我

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怕自己

哭不出来&但是没想到戏服一穿上!

一看到1薛平贵2!眼泪就止不住地

往外流& $至于戏外的感情方面!同

样自由身的宣萱透露有追求者!她

搞笑地直呼 % #我有市场价值的

啊+ $但她坦言对感情不着急!认为

挑选男友最重要的是价值观及幽

默感&

!

张漪
"

陈浩民'宣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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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

日! 天津

卫视宣布开启(王者归来)第二季!首

期节目将在
!

月
37

日播出!节目将继

续由赵忠祥担纲主持!杨钰莹 '高晓

松'凌峰共同组成#王者之师$&

在发布会上!赵忠祥表示%#

87

岁

高龄不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障碍!我希

望创造一个主持界的奇迹& $当被问

及着装风格时!赵忠祥笑道%#我不想

让观众一直停留在我固有的西装造

型上& 在第二季中我还是会尝试一些

新的造型& $

据悉!第二季(王者归来)第一期

将录制杨钰莹模仿专场!赵忠祥表示

不排除和玉女一起搭档演唱(轻轻地

告诉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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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年届
!8

岁的邵

美琪虽然在感情路上几经挫败!但努

力下终觅得年轻
$7

岁的男友施祖男&

!

月
"7

日!邵美琪被目击如小鸟依人

般依偎着施祖男逛中环!施祖男还撑

起雨伞!为女友挡风挡雨&

记者
!

月
"3

日致电施祖男!问何

时跟邵美琪结婚. 施祖男说%#暂时还

没有打算& $邵美琪与施祖男拍拖后!

去年底一度传出二人已秘密结婚消

息!但事后施祖男否认婚讯&

!

新娱
"

杨钰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