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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

月
!#

日在
$"!%

年北京马拉松赛媒体座谈会

上! 北京马拉松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田管中心副主任王大卫表

示!增加厕所和推出如厕攻略是今年组委会的应对之道#

根据组委会公布的详细数量! 今年北京马拉松赛移动厕所与

周边可利用公共卫生设施总体厕位增加到
&""

个 $其中移动厕位

'""

个%! 人均
##

人一个厕位! 超过了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

会对大型活动必须保障如厕按每
'"!("

人一个厕位的要求#

王大卫说!&今年不只是禁止'尿红墙(!是在哪里都禁止)组委会

将为选手如厕推出攻略! 比如告诉没有经验的跑者! 该什么时候排

空"什么时候补水!起终点移动厕所及沿途公共厕所都设置在哪里!

杜绝赛场随意便溺现象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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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都

市情感剧 +不是不想

嫁,将于
!"

月
!&

日登

陆南京新闻综合频道

&精品剧场 *!

!"

月
!#

日!主演张俪-马元"张

璇到南京与观众见面)

接受记者采访时!张俪

否认明年初将与男友

王阳明步入婚姻殿堂!

&我要嫁人我怎么不知

道. *嫁期未定!但张俪透露!父母对未来女婿挺满意)

与以往同类题材影视作品中大力渲染的婆媳矛盾-

翁婿关系截然不同!+不是不想嫁, 真实还原了
*"

后群

体的生活状态!以轻喜剧桥段讲述了一个关于爱与成长

的故事) 剧中!张俪饰演的崔玲玲原本是一个事业稳定-

对爱执著的阳光女孩!却因为丈夫的背叛-同事的陷害

彻底改变了命运) 痛定思痛后!她决定坚强笑对人生!最

终迎来了幸福)

张俪对记者笑说! 以往在戏中总是自己 &折磨*别

人!这次实在被&整*得很惨) 虽然在剧中化身&爱情刺

猬*! 张俪却被马元演的簈丝男和涂松岩演的高富帅同

时追求!一个情深意切!一个执著付出) 与涂松岩演对手

戏!张俪爆料他在片场是个&美食家*) 这个&黄金剩男*

跟+双面胶,里的充满烟火气的男人形象完全不同!他生

活精致!对细节十分重视) 比如他严格规定&吃*的时间/

早上
*

点半喝红茶!上午
!!

点吃香蕉!下午
%

点喝咖啡!

&你看他吃什么就知道几点!我看他就不用看表了) *曾

出演+让子弹飞,-+血色浪漫,等影视剧的演员马元现场

颇有人气!守着幸福的小家庭!他也分享了自己的爱情

心得!&我觉得爱就是给予!而不是索取*)

现实中!张俪也&不是不想嫁*) 张俪与萧亚轩前男

友王阳明公开恋情! 最近传出明年初修成正果的消息)

对此! 张俪一脸惊讶!&怎么我要嫁人我自己都不知道

啊!一切还是慢慢来) *不过她也表示两人恋情平稳顺

利!已经发展到互见家长阶段!看来长辈对未来女婿还

挺满意!& 父母觉得他是个比较腼腆的人!感觉不会是那

种很花心的男人) *

事业方面!张俪凭借赵宝刚导演多部热播剧跻身一

线小花旦) 正在上映的宁浩导演的电影+心花路放,中!

她与黄渤上演了一段有缘无分的恋情) 张俪笑称!黄渤

其实很帅!属于&限量版*帅哥) 谈及恩师赵宝刚!张俪说

自己曾沉寂了一段时间!&是赵宝刚导演鼓励我!这个行

业一定要用成绩来体现存在感!他自己就是一个用生命

在拍戏的导演) *

张俪表示!观众通过赵宝刚导演的+男人帮,-+北京

青年,认识了自己!接下来也希望&抛开*赵宝刚的影子!

实现突破)学舞蹈出身的

张俪说!&我看过+卧虎藏

龙,! 玉娇龙那股不服输

的气! 还有打斗戏份!都

很喜欢!特别想尝试武侠

片里那种巾帼英雄的角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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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

国际帆联世界杯帆船赛青岛站比赛
!"

月
$%

日下午启动) 未来
%

天时间!近
$""

名帆船好手将劈波斩浪!在青岛

浮山湾附近海域展开多轮竞逐)

据赛事组委会介绍!本届青岛站赛事共吸引来自法国-意大利-澳

大利亚-西班牙-新西兰-中国等
""

个国家及地区的
$&$

名运动员报

名参赛!参赛船$板%达
$'$

条) 参赛人数与规模均超过去年水平) 其

中不乏中国女子激光雷迪尔级名将张东霜-希腊男子
%()

级组合曼迪

斯和卡基拉尼斯等国际健将)

记者了解到!共有
$*

名国际技术官员-

*%

名国内技术官员为此次比

赛执法!同时
$+*

名志愿者为本届赛事提供志愿服务)张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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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

日!网上爆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下达特急通知!规范荧屏上火热的养生类节目)

!"

月
!%

日!通知在其官网上发布)

通知称!健康养生类节目只能由电视台策划制作!演员和

社会名人不能担任主持人!聘请的专家有明确的职称门槛!同

时严禁商业广告的植入) 该通知将于明年
!

月
!

日起正式实

行)

通知指出!&养生节目只能由电视台策划制作! 不得由社

会公司制作) 凡在专家资源-节目资金-制作能力等方面不具

备条件的电视台!不得盲目跟风制作养生类节目) *

通知还指出!养生节目主持人必须取得播音员-主持人职

业资质!依法持证上岗0聘请医学-养生-营养等方面专家作为

嘉宾的! 该嘉宾必须具备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副高

以上专业职称-资格!并在节目中据实提示0开设的观众咨询

热线电话需以本台或本频道申请设立! 并只能在节目片尾进

行提示)

通知还对养生节目的广告进行严格限制) 凡出现宣传药

品- 保健品- 食品- 医疗器械- 医疗机构等产品或服务! 宣

传联系电话- 方式- 地址等六类行为的! 均属于变相发布广

告! 需严格按照广告管理规定进行管理) 以前常见的以医

生- 专家- 观众- 患者以及各类机构等为产品或服务作证明

也被禁止)

据新华社报道!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接受采访

时指出!近年来!有些电视养生节目存在夸大夸张宣传-嘉宾

不具备执业资质或变相发布广告等问题!误导了观众!损害了

群众利益!影响了媒体形象)

该发言人说!此次禁止无证专家参与宣传!从严限制主持

人资质和热线电话资质!严格规范节目制作播出-内容审查等

各个环节!是维护群众权益-履行社会责任-提升媒体公信力

的具体行动!将促进电视养生节目规范持续发展!为群众提供

更多-更好-更科学的健康养生知识)

北京卫视医疗节目一直走在前沿!+养生堂, 等节目风靡

全国! 记者
!"

月
!%

日上午采访了北京卫视节目中心副主任

张丽) 张丽表示!据称目前全国电视台有
#""

多档健康栏目!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节目是宣传保健品-营养品-医疗器材!有

不少涉及虚假宣传)

&这种节目我的父母看了都会轻易相信!实际上这种节目

内容的危害非常大!我觉得这种整顿是非常有必要)健康节目

是知识性的内容!错误的引导会直接危及观众的健康) *张丽

有十多年从医经历!作为+养生堂,节目的终审!

%

年来她已经

审过
!#""

多期+养生堂,节目!她用如履薄冰来形容自己的审

片感受!&科学权威是+养生堂,节目的最核心竞争力!我们就

是怕有的节目内容前后矛盾! 以及可能存在阐述误差让观众

不知所终!所以我们在内容的把控上非常严格!坚决杜绝广告

性质的节目内容) * !金力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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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历时一年紧张拍摄制

作的电视剧+红高粱,终于要在
!"

月
$(

日

登陆荧屏)

!"

月
!#

日! 北京卫视邀导演郑晓龙!

主演周迅-朱亚文等为开播造势) 周迅版九

儿获得众人&叹为观止*的评价!记者从提前

播放的片花中可见!周迅身着红衣骑在驴背

上的画面!的确光彩照人)

发布会现场!导演郑晓龙称自己看到成

片才终于松了口气!&去年为了抢
&

月高粱

最好的时候!经常几天几夜连轴工作!着急

啊) 那会儿觉得怎么工作永远也做不完!已

经好多年没有这样工作了) *&嗑瓜子*是郑

晓龙的减压方式!后来竟演变成导演带领整

个剧组嗑瓜子的&宏大*场面!发布会现场视

频一出现!现场便笑声一片) 据剧组工作人

员统计! 一部戏下来全组嗑了上千斤瓜子!

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剧中两场重头戏郑晓龙印象深刻!一场

是余占鳌和九儿在高粱地里的激情戏!一场

是九儿骑驴回娘家) 说到激情戏!周迅和朱

亚文也都激动了)为了更好地让高粱地中的

亲热戏拍摄得更加自然! 郑晓龙没少为周

迅-朱亚文约饭局!让两人培养默契进入角

色)朱亚文说!没想到两人初次合作!前几场

戏就直接拍了最经典的那场&高粱地戏*!心

理上的压力着实不小) 结果也在意料之外!

朱亚文回忆!那场戏中周迅跟自己有一些撕

扯动作!没想到自己&用力过猛*!还伤到了

周迅!&差点给她弄脱臼) *周迅叹自己力气

小!激烈反抗朱亚文!完全是&蚍蜉撼大树*!

以至于此后 !&只要和朱亚文对戏! 感觉都

是体力活*1

电影+红高粱,里!巩俐骑驴回娘家的设

计是全片最经典的造型之一! 电视剧 +红

高粱, 里自然也少不了这一幕) 但周迅偏

偏是个怕骑马的人! 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

周迅犹豫再三还是亲自上阵了) 结果! 这

一场戏竟成了导演的最爱! 发布会现场循

环播放的片花中! 夕阳下! 红色的高粱地

衬着一身红衣的周迅! 嘴角含笑! 格外灵

动- 妩媚)

郑晓龙说/&当时剧中的九儿反叛胜利!

坐在驴背上迎着夕阳不由自主露出了心生

欢欣的微笑!那一幕美到人心里去了!真是

'一笑倾城(!若再笑就要倾国了1 * !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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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

日! 主持人邱

启明发微博称主持人柴静于
$"!#

年底辞去

央视职务! 柴静本人当天对此暂未进行回

应) 柴静曾在央视+看见,节目担任主持!+看

见,前制片人李伦告诉京华时报!他早已不

负责这档节目了!对柴静一事不便回应)

当天中午! 前央视主持人邱启明发微

博说
+

&柴静确实于
$"!#

年底辞去央视职

务 ) 很感谢央视平台让我有机会结识柴

老! 敬佩她执着的新闻信仰! 感恩她待人

处事的大度宽容 ! 欣赏她低调的人生态

度) 而原央视 +看见, 李伦团队让我有幸

认识了一帮有理想有信念的年轻人! 他们

敬业 - 专业 ! 并傻乎乎 - 乐呵呵地爱生

活) 祝福你们1 *

央视 +看见, 节目自去年
(

月后暂停播

出!有传与柴静赴美生子有关)柴静自
$""!

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后!先后在+时空连线,

+新闻调查,+

$%

小时,+面对面,等栏目担任

主持人与记者)

!"

多年的时间里!她先后参

与了非典-汶川地震-北京奥运-华南虎照

等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 !京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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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

日晚!音乐剧+妈

妈再爱我一次,在东方剧院进行二轮演出!这也

是该剧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后的首次演出)

该音乐剧是制作人李盾打造的首部中

国式亲情音乐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

国亲子关系与家庭教育之间的困惑问题!并

创新性地加入
,)-,)

舞这一都市最潮流元

素!巡演各地都掀起
,)-,)

旋风) 该剧继今

年
.

月在韩国荣获 &

/012

评委会大奖*之

后!又于今年
&

月获得中宣部第十三届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据悉!该剧将于

东方剧院再次演出至
!"

月
$"

日) !京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