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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百家讲

坛人气主讲钱文忠先生沉淀

三年后!重写国学经典"三字

经#!书名为"钱说$三字经%#!

将于近日推出&此书由钱文忠

教授亲自策划出版!根据这几

年他随时记下的读者意见!加

上他平日翻阅时!在书中发现

的一些错误'不妥'误植!敦请

资深文史编辑专门校对!汇总

修改意见!将全书基本通体重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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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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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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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因执

导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

女孩(而名声大噪的鬼才导演九

把刀!应邀与杨澜'韩寒'韩国当

红组合
045

'人气偶像魏晨等一

众明星! 参加湖南卫视
0670

成

人礼盛典& 盛典现场!面对着台

下众多即将进入成人世界的年

轻人!九把刀首次公开了他人生

中第一段青涩爱情!真性情的流

露感动了在场所有的
(8

岁少男

少女们&

据悉 ! 九把刀的新作名为

)最美的徒劳无功(!而此次演讲

的题目也叫)最美的徒劳无功(!

令各界纷纷猜测儒意欣欣即将

推出的九把刀新作的内容!是否

与初恋有关&

在演讲中 ! 九把刀略显害

羞地透露! 自己的初恋是小学

五年级坐在他后座的一个女生!

那是一段连情书都没有勇气送

出的青涩故事 & 两个人在看似

敌对的打闹中情感不断升温 !

在毕业礼上女生送给了九把刀

一对画着小青蛙的瓶子 ! 而九

把刀写好的情书最终因缺乏勇

气而没有送出 & 多年后 ! 两人

再在网络上相认 ! 一个已成知

名导演! 而另一个已嫁做人妇

身为人母&

谈及往事!才发现当年二人

都喜欢着对方!最美的初恋化作

一片唏嘘的感动& 沉浸在往事中

的九把刀!对台下的少男少女们

祝福道*+爱情有很多很多的遗

憾!有很多很多的不完美!就让

我们带着这份温柔的遗憾!不完

美的完美快乐的长大吧!祝福大

家& ,

+长大了有很多事情无可奈

何!很多人会规定你什么话可以

说!什么话最好不要说 !什么衣

服可以穿! 什么衣服不能穿& ,

+因为我想表达!即使长大了!但

我们依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模样!不必依照这个世界的规则

走& , 九把刀不仅在言语上鼓励

年轻人打破束缚追求自由!更是

在演讲的最后当众扯下领带!身

体力行鼓励年轻人要有勇气去

与众不同!此举引起台下少男少

女们一片欢呼&

录制结束后!节目中以正装

出席的九把刀在微博中写道 *

+其实我还是最喜欢穿
9:;<=>?

!

比较自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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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本月
@

日!医患

大剧)心术(登陆安徽'东方等四家

卫视& 这也是编剧六六继)蜗居(之

后! 又一部经明察暗访而推出的力

作& 但是!与)蜗居(的反馈大不同!

剧中除吴秀波饰演的医生利用职务

之便追求患者家属韩雨芹饰演的

AB4

外!)心术(并未如此前+六六迷,

预期的那样! 赤裸剖析医患关系中

敏感问题& 近日! 相关质疑甚嚣尘

上! 记者电话采访该剧女主演韩雨

芹!她也表示!原本冲着六六犀利揭

露现实的笔锋

来 接 演 这 部

戏!+但)心术(

的确没拍出触

目 惊 心 的 感

觉& ,

原以为会像

!蜗居"一样揭

露现实

+没有纯

粹 天 使 的 医

生! 也没有纯

粹 无 助 的 病

患& ,这是编剧

六六卧底医院

两年后! 对医

患关系的最直

观感觉! 她曾

表示要把这些

感觉写在)心术(里!也正因如此!我

们期待)心术(更胜于)蜗居(!女主演

韩雨芹也曾有同样期待!她自称是六

六的粉丝&

韩雨芹回忆说!当接到制片人电

话!听说邀请她出演)心术(!她的脑

海中马上浮现出)心术(书中的那个

女孩
AB4

&韩雨芹说*+我很喜欢六六

揭露现实的犀利& )心术(刚刚上市

我就买了一本!我就想知道六六卧底

医院两年!究竟能曝光多少医患关系

中的敏感问题!看得很

快!我只花了两个晚上

就看完了&)心术(书里

写的医生跟我的印象

有所不同!六六笔下的

医生!远没有我们想像

中那么严肃紧张!他们

可以边做手术边聊黄

段子--,接演)心术(

时!韩雨芹曾有很高期

待!+希望)心术(也能

像)蜗居(一样!真实'

犀利!直触当下敏感的

社会问题!希望六六能把医患关系真

实地呈现在大众面前& ,

拍得不触目惊心跟视角有关

韩雨芹对)心术(的期待很具代

表性!但是!六六似乎并未让她的粉

丝得偿所愿!)心术(中的确+没有纯

粹无助的病患,!却随处可见+纯粹天

使的医生,& )心术(开播仅三天!观

众的反馈意见相当一致!)心术(远没

有)蜗居(赤裸'犀利'真实!六六根本

没能触及医患关系中的敏感问题!有

观众甚至建议 +)心术 (不如改名为

)医生那点事(,&

韩雨芹说*+我很理解六六的意

图!传递信仰'希望和爱!可是!我觉

得这种向上精神的传递也可以换种

方法& ,医患大剧)心术(有百分之七

八十的视角都是站在医生的立场!剩

下百分之二三十是站在患者这边的!

+我觉得如果反过来! 效果可能会更

好& ,这部戏把医生的真善美都展现

出来!却并没有更多地思考大众的诉

求!+不管是医生! 还是别的行业!都

有害群之马!我不敢说)心术(是在刻

意回避这种医生!剧中的确有触及医

生与医药代表的互动' 医生收红包!

乃至器官移植!这些都是当下备受关

注的医患问题!可令人费解的是!)心

术(对这些问题的呈现!与平日的新

闻报道'与我们的亲身经历有很大不

同&,韩雨芹觉得!如果)心术(能把视

角从医生的立场向患者的方向平衡!

像)蜗居(那样真实'深刻!+医生的真

善美一样能展现出来!而触目惊心的

医患问题也能让六六迷们看得过

瘾& ,

!

张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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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1

月
C

日晚!湖

南卫视大型音乐公益节目 )天声一

队(募集到+海格快乐校车 ,善款近

8D

万元!其中广东+神秘女士,李文

伟以委托方式个人捐出
)6

万元!并

指定受赠学校! 成为节目开播以来

指定捐赠的第一人&

+快乐校车,是湖南卫视与芒果

A

基金合作推出的大型公益项目 !

)天声一队(通过节目募集慈善基金!

全部用于向贫困学校捐赠海格快乐

校车&

1

月
C

日的)天声一队(已进行

到第六期!在杨钰莹'凤凰传奇等娱

乐明星与草根明星的精彩演绎和激

情呼吁下!现场募集善款近
8D

万元!

成功捐出
C

台海格快乐校车!湖南省

邵阳市绥宁县民族小学等
C

所学校

成为受惠对象& 其中!一位自称名叫

李文伟的广东女士! 委托芒果
A

基

金工作人员! 将她之前汇过来的
)6

万元善款予以现场捐助! 并指定将

相应的这台海格快乐校车捐给绥宁

县民族小学&

据介绍! 至今除了姓名没有透

露其他任何个人资料的李文伟女士!

是在偶然看到 )天声一队( 节目后!

被贫困地区孩子艰难而危险的上学

路所震撼! 也了解到海格快乐校车

的安全性和人性化细微设计符合国

家安全标准! 便果断致电芒果
A

基

金 !

@

天之内便将
)6

万元善款汇

到! 并指定捐给湖南省绥宁县民族

小学&

记者还通过节目组了解到!邵阳

市绥宁县民族小学! 学生居住分散!

走读生最远的离学校
)6

多公里!每

天上下学都是坐摩托车或三轮车!非

常不安全. 寄宿生多是留守儿童!来

自全县
)1

个乡镇 ! 最远的距学校

766

多公里且交通不便!学生往返一

次需多次转车!耗时两天&

!

扬子
"

九把刀当众扯掉领带

韩雨芹

剧中吴秀波狂追韩雨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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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1

月
D

日!孙燕姿在结婚满一周年的

前夕透露自己怀孕消息!并表

示这是他们夫妻最好的结婚

周年贺礼&

据悉!孙燕姿怀孕 !因为

是第一胎!家人什么事情都不

太让她做!很多工作都由老公

包办! 大家都要燕姿好好休

养!让她大呼有些不习惯& 经

纪人曹晋玮透露其近况说道*

+其实燕姿怀孕后除了饮食方

面有些改变!身体状况目前并

无任何不适!精神很好 !正常

运动'正常工作& ,孙燕姿怀孕

后最大的改变在味觉& 经纪人

说*+燕姿怀孕后!时时刻刻都

觉得嘴巴里有怪味& 而且变得

很想吃橘子 ! 一次可以吃三

颗& ,而孙燕姿也表示!虽然身

体在改变但怀着宝贝的她对

这一切仍然感到新鲜!也很开

心今年母亲节能和家人及肚

里的宝宝一起度过&

!

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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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由香港新

锐导演曾国祥' 尹志文执导!

彭浩翔监制!余文乐'张静初

主演的轻松爱情电影)醉后一

夜(日前宣布将于
*

月
*

日正

式公映&

)醉后一夜 (以独有的剧

情表现了两位主角在
)C

小时

之内经历的+醉后尴尬,!这些

故事和经历看似荒诞!但背后

却诠释了+爱情,这一永恒的

主题!同时把时下年轻人的生

活态度' 生活方式真实还原&

在)春娇与志明(中!彭浩翔就

把 +地气 ,接到了北京 !到了

)醉后一夜( 则索性讲起了发

生在北京的故事& 在余文乐'

张静初两人醉酒之后共同+寻

找真相,的过程中!北京几乎

所有年轻人聚集的潮流地标

被一一展现!颇有+京城攻略,

的意思&

!

马
"

余文乐张静初在片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