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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

日! 由崔健执导的青春疗伤电影

"蓝色骨头# 在京召开首场发布会! 宣布定档
%'

月
"(

日上

映! 崔健携主演倪虹洁$ 尹窻$ 黄幻到场! 在影片中客串出

演的毛阿敏也到现场助阵% 毛阿敏笑称! 她在不知道角色的

情况下!崔健的一个电话便让她应邀出演!是因为她是崔健的

粉丝%

&蓝色骨头#通过
)

段故事!讲述了一个年轻的地下摇滚

歌手兼网络黑客!遇到默默无闻的小歌手并陷入情网!过程中

偶然发现了父辈隐藏在文革岁月中的凄婉爱情故事% 该片是

'摇滚教父(崔健的电影导演处女作!两年前就已完成!但屡次

延期定档% 虽然转型当起电影导演! 但崔健称他不会放弃音

乐!目前正忙于制作新专辑!而拍电影之路也会延续!两者不

矛盾%

崔健介绍!&蓝色骨头)讲述的是关于'一首歌!两代人的

*

段故事(!以此传达爱情观$利益观$生命观% 崔健一般给人

不苟言笑的印象!不过倪虹洁和尹窻$黄幻等新人演员都评价

其实他特别随和!懂得让人放松%倪虹洁说*'他就像一个可爱

的小孩子!在片场从来不骂人!都是有话好好说!让演员在放

松的状态下发挥% (

该片邀请到了毛阿敏客串出演%发布会现场!毛阿敏笑称

自己从小就是崔健的粉丝!'随着年龄增长对他的音乐有了更

多感触% 在我印象中!他一直是一个人在战斗!是个很有骨气的

人!这样的艺术家应该全力支持% (因此!当崔健打电话邀请她

出演时!她不问故事$不问角色便答应*'当时我的助理还说我

太不矜持了!我说对崔健不用矜持!什么角色都行% (她在片中

饰演文工团团长的角色% 由于有过在文工团工作的经历!崔健

评价毛阿敏演得特别自然!是实实在在的本色出演% $吕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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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

日!腾讯视频打

造的网络情景喜剧&怪咖啡#正式上线% 该

剧男主角柳小海透露!'我和张歆艺上部戏

合作也演情侣!她甩了我!这次我终于梦想

成真!在这部戏中把她甩了% (

&怪咖啡#讲述柳小海扮演的典型文艺病

老男孩杜信义!与张歆艺扮演的前女友李啦合

伙开了一家名叫'怪咖啡(的咖啡馆!店中怪咖

频出! 包括患有偏执分裂神经质的颓废老板$

爱美爱包爱犯骚的女演员朱丽叶等!他们将咖

啡馆经营成疯癫搞笑的奇葩乐园!还各自收获

了甜美爱情%该剧还吸引了吴秀波$海清$包贝

尔$张歆艺等数十位明星加盟!其中最抢眼的

是吴秀波$海清这对'荧屏情侣(!两人第五度

合作!在剧中都有颠覆性的表现%

柳小海当天在发布会上透露!自己在剧中

'艳福不浅(!除了和包贝尔的老婆包文靖情意

绵绵!还和张歆艺饰演一对小情侣!有趣的是!

他跟张歆艺还是大学同学!'我和张歆艺上部

戏合作也演情侣!她甩了我!之后网上都在嘲

笑我!于是这部戏里我就跟导演说能不能让我

甩甩她!于是我梦想成真了% ( $许青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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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徐静蕾个人执导

的第六部$也是其第一部'纯爱电影(&有一

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在北京首次曝光% 作

为全片定海神针的徐静蕾!此次起用了吴亦

凡$王丽坤$张超$热依扎等纯电影新人阵

容!且主要场景均在布拉格拍摄%据了解!这

部爱情片已经定档明年情人节上映++谈

及再拍爱情电影!徐静蕾透露是因为'过去

两年都沉浸在爱里(%她还表示'将自己的爱

全部融入了电影之中(%

在执导&有一个地方)之前!徐静蕾彻彻

底底地休息了两年! 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而

被问及过去两年的生活时!她称!'休息这两

年!我的生活状态非常好!这两三年我都是

在调整自己的心情!体验到的都是非常美好

的东西!来自家人$来自男朋友!爱是一个特

别伟大的东西% 当心里有爱的时候!你看这

个世界是不一样的!是正面$是积极$是有爱

的% 每部戏我都会带着自己的感受!或者当

时的兴趣! 这个时候我感受到最多的爱!所

以我一定要拍一部纯爱的电影% (从做导演

以来!职场$文艺$实验$都市时尚$伦理等徐

静蕾拍过的多个题材的作品之中!总会出现

与爱情有关的主题%

当被问及此次&有一个地方)中的'爱(

有何特别之处时! 徐静蕾也显得非常坚定!

'之前拍的电影也不能说是很纯粹围绕爱情

的!只有这一部!是纯粹的爱的电影!完整地

表达了我对爱的感受!是一段赏心悦目的不

老爱情% (

!

张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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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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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首钢男篮目前正在积极备战新赛季!闵鹿蕾
$

月

%&

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张庆鹏能填补李学林离去的空缺%而目前

的当务之急是帮助张松涛和黄海贝两大困难户通过体测%

由于身价和状态等原因!李学林不再与首钢续约!今夏赴美国拉

练时!北京队重点训练了方硕!张庆鹏
*

天前也已到北京报到% 闵鹿

蕾认为!他们将在后场扮演重要角色!'学林走!我们是很不舍得!毕

竟过去
+

年!两个冠军都有他% 但去留是双方的!不是一方决定得了!

还是尊重球员意愿% 夏天我们重点训练了方硕!他打得也不错!是我

们主要推的年轻队员% 张庆鹏也可以弥补这个空缺! 他的能力和人

品!我都比较了解!也很信任他% (

新赛季将推行末节单外援政策!闵鹿蕾对此表示!这肯定会引起一些

变化!'首先你得适应这个规则!只能一个外援上!可能老莫打
%,

分钟!或

者老马打
%,

分钟!或者他俩一人
-

分钟% 要根据情况随机应变% (

为了体测!首钢队
%&

日上午跑完
*,''

米后!闵鹿蕾又给在速度

耐力测试中没有达标的张松涛和黄海贝开了小灶% $京晚%

&张三疯'将给首钢

注入活力#

FGHIJKL

%J "KLMNOP

!!!!!!

本报综合消息
$

月
%&

日晚上!在亚运

会女足比赛中!中国女足
'

比
'

与世界冠军

日本女足战成平手!志在夺冠的中国女足可

以说是开了个好头%

中国女足与日本$约旦以及中华台北分

到了
.

组! 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加上两个成

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总共
/

队进入淘汰赛%

当晚对阵日本的比赛!堪称中国女足与日本

女足的小组头名之争% 中国女足之前对日

本
%/

胜
-

平
%%

负占据优势! 不过近
%)

次

交手! 中国女足仅取得
,

胜
%%

负的尴尬战

绩%

去年东亚运动会上!中国队曾
,

比
'

取

胜日本!不过对方并非主力出战,今年
&

月

份的女足亚洲杯!中国队在半决赛中加时苦

战
%

比
,

惜败日本%

当晚的比赛! 中国队场面较为被动!日

本女足虽然控球技术较好!但是中国女足队

员们战术执行得非常好!而且拼劲十足!在

防守端没有给日本女足太多的机会% 中国

队门将王飞至少三次扑出对方的威胁远射!

最终两队
'

比
'

战平%

赛后!多名中国女足的球员对结果表示

满意!'毕竟!贵为世界冠军的日本女足实力

确实很强(% $郑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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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

日中网组委会

透露!塞尔维亚天王将提前来到北京备战%

德约科维奇会为自己的自传中文版举行签

售!还将出席青少年网球交流活动!和中国

球迷进行各种亲密接触%

中网组委会透露!德约科维奇将至少提

前一周左右的时间赶到北京进行备战% 世

界第一将为自己的新书&德约科维奇*一发

制胜#举行签售%

据悉!!德约科维奇将出席
,-

日'中塞青少

年网球交流暨小小网球进校园(公益活动!届时

可以有
&''

名幸运球迷参与其中% $毛毛%

中国女足队员面对世界冠军毫无惧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