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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走远
! ! ! !

七部系列电影!拍了十年" 或许只有#哈利$能如此%

每一次坐到电影院里!在期待影片情节发展的同时!也在期待出演哈

利的演员们长成怎样了& 小哈利圆圆的眼镜' 聪颖的脸蛋经过十年的蜕

变!似乎让人有些失望!个子不高!甚至不及同龄女生!相貌也趋于普通!

不知导演是否会后悔选用丹尼尔(雷德克里夫!但少年哈利的形象早已根

深蒂固地扎根在了大家心里%

正值青春年少的哈迷们第一次与哈利银屏邂逅便缘定十年! 一个个

暑假的期待!终于等来了)哈七$!在这部终结片里!哈利死而后生*在这部

终结片里!哈利结婚了!不是和赫敏!而是娶了金妮!或许有点出乎意料*

在这部终结片里!正邪双方的激战!以及哈利自己原来是伏地魔的第七个

魂器!似乎在告诉我们!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邪恶的伏地魔!争斗!每时每

刻都在进行% 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人心所向!众心所归!

勇敢和怯懦'坚持与背叛'一切的矛盾皆来自于各自的心中%

我头一次在零点时分坐到影院里!为了告别哈利!同时也与远去的青

春告别%十年来发生了太多故事!太多变故让人唏嘘!影片中的十九年后!

哈利与赫敏分别有了自己的孩子!镜头像是在重演!他们的孩子又在父母

的送别中!推着行李车冲进站台!又是一批生龙活虎的小少年们!他们要

去父母曾经生活过的霍格华茨魔法学校!去开始新的生活%

突然想!是不是哪一天!会有新哈利出现在银屏啊& 至少那个哈利儿

子很让人期待!他比哈利当年更帅更抢眼%或许这就是生活!似水流年!代

代相传!生命轮回% 每个时代都有他们的哈利存在!其实!看电影!就是看

自己。 陈翔

成长中的我和你
! ! ! !

哈利+波特!这么多年的殷切盼望似乎已经成了我一个说不清道不明

的信仰% 陈奕迅的)十年$中有这两句,-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

我%.我们还是互不相关的两个男孩%记得!第一部)哈利+波特$上映!那是

在我和第一部中哈利那么点大的时候% 进到影厅看到屏幕上渐渐出现的

/

!"

.标志!我就开始无比激动!而从猫头鹰开始送信'主角们一个个穿

过九又四分之三月台!我就深深被这个故事吸引%现在!我也和哈利一样!

逐渐长大!渐渐懂事%而当网上每一次曝出的新剧照!我都会十分激动!然

后再默默感慨!当初那四个孩子!真是长大了%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

哈利继续演绎着属于他的故事!我也成为了他的一名忠实-哈迷.%

)哈
#

$的上映既期待又害怕他的到来!一路成长道路!是他陪着我们一

起走过!一年又一年!晃眼!十年已矣%就算)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0下1$的故

事再好!特效再炫目!这也不再是打动我!让我愿意看这部电影的理由!因为

这已不再是一部电影!而是我生命成长中的一部分% 设想一下!我的人生中

会有多少像/哈利+波特.这样!能陪我走完十个春秋!伴随着我一起长大的

呢&我甚至有些害怕看这部电影!因为人们总是害怕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

的东西从自己身边慢慢流失殆尽% 就算是一个小玩具!陪伴多年!也会舍不

得丢弃%更何况是哈利%他陪伴在身边!见证着我从一个小孩!成长为一个大

人% 有多重要& 谁又知道& )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0下1$里!从魁地奇球场'

霍格沃茨学校'后山禁林等经典场景一个一个被破坏!到决斗时刻熟悉人物

一个一个死去! 这些事! 无疑在向我们透露一个消息222天下无不散之筵

席!终于!陪伴我们十年的哈利+波特还是正在慢慢远去33

成长意味着什么& 个头拔高& 能力变强& 懂得爱情& 烦恼增多& 每个

人也许有自己的答案% 或许!我的答案就应该是从)哈利+波特$的第一部

到最后一部% 朱映波

《哈
#

》：十年情系魔法梦
! ! ! !

在)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0下1$0简称)哈
#

$1中!许多从前积攒的疑

问最终都得到了解答222斯内普不冷不热的态度'哈利为何懂得蛇语'接

骨木魔杖的真正主人33影片以忠于原著的态度! 将罗琳通过文字展示

给读者的魔法世界更完美地展示在了观众面前% 没有为了追求赞助而堆

砌的商业元素*没有为了追求效果而刻意制造的打斗场面!然而!也许就

因为如此!才使)哈
#

$看来更为纯净一些'好看一些%

导演大卫+耶茨对这部影片进度的把握也极为细致!激烈的战斗场景

中!舒展着斯内普的冥想'赫敏和罗恩的温情'故事前因后果的交代!可谓

张弛有度'收放自如%

最爱麦格教授在保卫霍格沃茨学院' 召唤石人时的那句话,-我一直

都想念这句咒语!今天终于如愿了4.那种被压抑着的'突然得到释放的心

情! 那种面对生死存亡的凛然干脆! 竟让银幕外的笔者眼中突地现了泪

光%

斯内普眼泪的冥想!在整部影片中也许是最唯美的一段!不沾人间烟

火的两个孩子的眼睛'纯净得飘荡在空气中的稚气的声音'纷飞的结合成

满天蝶翼的叶子!那份纯洁的感情!便是斯内普到死亦不能忘怀的记忆%

为了这段记忆!他牺牲了许多!青春'名声'乃至生命%

剧将终!接骨木魔杖被哈利一折两断!丢入深谷*剧之末!新一辈的小

魔法师们又一次踏上了学习魔法的火车% 唏嘘感叹这十年一觉魔法梦的

同时!由不得做了个影片之外的梦222是否!罗琳会再写一部关于邓不利

多+西费勒斯+波特的故事33 袁晓宇

这是一辈子真正的挑战
卡马乔兴奋入主国足———

! ! ! !

他是西班牙和皇马曾经的铁血后

卫，但是在他还没有成为中国国家队主

教练时，却遭到了中国球迷的强烈质疑，

这个人就是卡马乔。关于卡马乔，许多人

有话要说，《足球之夜》栏目，大连实德主

帅文加达和皇马后卫佩佩就给予了卡马

乔以支持，而《体坛周报》的首席记者滨

岩则曝料，得知中国队看上他，卡马乔显

得格外的兴奋。

作为皇家马德里和西班牙足球曾经

的旗帜，卡马乔在整个西班牙甚至欧洲都

备受尊敬，皇马俱乐部主席佛罗伦蒂诺就

这样评价卡马乔，“他是皇马的传奇，他是

皇马的旗帜！”而在葡萄牙与卡马乔有过

接触的实德队主教练文加达对他也是极

其欣赏，“卡马乔在本菲卡执教时，非常注

重团队的凝聚力，注意团结球员，队内气

氛非常好。他那两年做得不错，虽然没有

获得联赛的冠军，但是还是获得了一座杯

赛冠军。他能把他的经验带到中国，是非

常有价值的事情，我想他会获得成功的，

因为他的教练组非常棒。”

卡马乔不善于沟通是国内足球专家

质疑卡马乔最大的理由，而根据的出处

则是卡马乔两次执教皇马的不成功，第

二次执教皇马则是因为和队内大腕闹矛

盾负气出走。但是对于这次矛盾，《体坛

周报》的首席记者滨岩有话要说，“那个

时候皇马号称银河战舰，事情的起因是，

有一天卡马乔带球队慢跑，无意或者有

意的回头时，看到罗纳尔多、卡洛斯和几

名球员冲他做嘲弄的表情，当时卡马乔

非常气愤，将此情况报告给了俱乐部，希

望俱乐部处理他们，但是球员们却给主

席佛罗伦蒂诺打电话解释此事，最终俱

乐部没有处理这件事，一气之下卡马乔

就辞职了。”

此外卡马乔的严厉也是他留给外界

的一大印象，不过这样的印象在滨岩看

来却另有深意，“有一个故事，卡马乔有

一个最好的朋友，就是现在西班牙现任

的主教练博斯克，博斯克有个儿子是脑

瘫，卡马乔后来做了他的教父，不过他对

孩子非常的疼爱。博斯克执教的风格是

慈父般的恩爱，而卡马乔的严厉则是来

自于这个孩子，他始终认为这个孩子脑

子没病，没有把他当作智障的孩子的来

看待，经常给孩子下达‘站起来’似的命

令，这样的命令表面很苛刻，实际上却是

反应了他内心的柔情。”

国足的
!"

强赛将近，卡马乔遇到的

挑战着实不小，不过滨岩也透露卡马乔

对于能执教国足非常的兴奋，“卡马乔得

知中国国家队看上他非常兴奋，他觉得

这是自己一辈子真正挑战的机会。”皇马

后卫佩佩则希望中国球迷给卡马乔点时

间，“我对于卡马乔非常景仰，我知道他

是一个很厉害的教练，不管是对手还是

合作，我和卡马乔都有过接触，希望中国

球迷要有耐心，他必须得有一个时间去

适应，一个教练通过磨合，才能了解每一

个队员的特点，才能使阵容更为平衡。”

刘景威

林志玲们挪标准至 40岁
剩女戏里戏外变“盛女”

! ! ! !

“剩女”最初似乎是个充满了贬义的

词语。年过
!'

还未婚的女子常常被人嘲

笑为“剩女”。但随着娱乐圈里年过
&"

的

明星们都在高呼没空恋爱的事实和大银

幕小荧屏上如潮涌来的“剩女”的故事的

感染，人们对于“剩女”的态度似乎也有改

观。这一改观最明显表现在人们对于“剩

女”年龄尺度的放宽———三十岁不嫁是正

常，四十岁未嫁才算剩。

以少女组合身份出道的“
()*)+

”和

,-./0

都纷纷迈向
&1

岁。而当红的一线

女星包括周迅、范冰冰、李冰冰、徐静蕾、

林志玲、舒淇等也大多数年过三十，超过

&'

岁的也大有人在。不过很少有人以“剩

女”来称呼她们。因为她们似乎将一个人

的生活过得忙碌而精彩，美丽而充满活

力。人们对于她们的期待往往是突然某天

宣布的“闪婚”。

&"

岁的女星似乎都还在紧张地忙

碌于事业，安以轩、李小璐、范冰冰、李

冰冰等在接受媒体采访被问到恋情时几

乎从来都没有“你是疯儿我是傻”的爱情

故事，而是众口一词的回应———“没空谈

恋爱”。真正被定义到“剩女”范畴的似

乎还是只有关之琳等年过
23

岁而未婚

的女星。

! ! ! ! 身为“黄金剩斗士”的刘若英在 41岁的时候出嫁成
功，“解救”了大批“初级”剩女。纵观目前的娱乐圈，女星
们，30岁的个个都在喊没空拍拖，36岁未嫁的遍地都是，
真的只有 40岁未嫁的才能算剩。事实上，通过不少影视
剧也可以看出来，人们对于“剩女”的标准越来越放
松———宋丹丹 50岁还可以在《李春天的春天》里演剩女，
40多岁的闫妮亦可以与立威廉拍档谈恋爱。蒋雯丽即将
在新剧《女人帮》里挑战宋丹丹饰演剩女。剩女一词似乎
不再如初时那样充满了贬义，有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一种
对于婚姻谨慎的态度。或许，在缘分没有来临的时候自强
不息、努力地过好自己的生活这才是剩女的最佳解释。

! ! ! !

“剩女”题材今年继续大旺，仅仅昨日就有以剩女为题材的一部电视

剧和一部电影宣布开拍，已经面世的仅仅以“剩女”为名的电视剧都已经

是不胜枚举：《剩女突围记》、《单身女王》、《剩男剩女》、《剩女进化论》……

品种繁多、花样百出。

影视策划人孙寒和制片人刘霏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都认为“剩女

题材充满商机”。孙寒认为：“影视剧的策划一般都是紧跟社会热点，而日

益突出的‘剩女’问题以及人们对‘剩女’现象的关注，使很多影视剧策划

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我们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话题，主要目的就是正视

‘剩女’现象，从形式上和精神层面进行双重解构，用真挚的情感来温暖人

心，鼓励‘剩女’们正确地爱，大胆地爱，让电视剧能够提供一种有价值的

参照，成为‘剩女’们找到自己精神家园的恋爱宝典、恋爱指南。”制片人刘

霏霖则认为：“这类剧集的潜在收看人群庞大，不仅今年大热，而且这种热

潮还将会持续下去。”有分析指出，当现实中的“剩女”碰到剧中女主人公

面对的感情问题时，电视剧中的解决方式、方法，或许能帮助现实中的你

解决问题。因此，目前在内地影视剧中，“剩女”题材成为了最主流的励志

剧，并与婆媳剧平分都市剧的天下。

! ! ! !

与此同时，影视剧对于“剩女”的尺度

似乎也明显放宽。杨谨华当初出演《败犬

女郎》时，
&"

岁的年龄已经被认为是典型

“剩女”了。但随后几年，在内地影视圈，

“剩女”似乎被定义得更为“高龄”。闫妮出

演《张小五的春天》，年过
2"

，宋丹丹出演

《李春天的春天》更是以
4"

岁“高龄”出演

剩女。随后宣布要挑战宋丹丹同样饰演剩

女角色的蒋雯丽也已经年过
2"

岁。但是，

前述几部以剩女故事为题材的影视剧都

得到了观众的好评。可见，观众对于这些

“高龄”剩女是接受和认可的。当然也有观

众表示，
4"

岁的宋丹丹已经是能够接受的

“剩女”的高龄极限了。

事实上对于“剩女”这一称呼，不少女

明星都表示并不排斥。成功在电视剧《大

女当嫁》中饰演姜大雁的小宋佳认为“剩

女”应该被称为“盛女”才对，意思是“盛开

的玫瑰”，是纯洁和成熟的结合。她说：“女

人越来越自信，越来越优秀，每天像花儿

一样，爱情还会远吗？”

做了多年“剩女”，今年刚刚宣布结婚

的莫文蔚则表示，想当个“剩女”可不是那么

容易的，“剩女”必须是美貌与智慧并存，而

且要很有钱。常常公开称自己就是“剩女”的

徐静蕾，也饰演了多个“剩女”角色。每逢有

人提起这个话题，她都会洒脱地回答：“我觉

得说我是‘剩女’是在夸我呢。”

戏里“剩女”故事获好评

戏外 大龄女星高喊没空谈恋爱

! ! ! !

据报道，前天，奶茶和老公钟小江的“红娘”、导演滕华涛向媒体曝光

了两人结识的情况。

滕华涛前天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了自己是刘若英与钟小江的“红

娘”，“是我帮忙牵线的，一个非常自然的场合，我介绍他们俩认识，接下

来都是他们自己在联系。”滕华涛还说，男方并非网上传说中的豪门，“我

和他是朋友，父母都认识，没有什么投资，他们家也不是什么家族企业，

绝对也不是豪门。而且，他也不是圈内人。”

“剩女”题材继续大旺

“媒人”滕华涛揭秘新郎身份

传春晚赵本山再度搭档宋丹丹

本山传媒：不靠谱
! ! ! !

自从确认李咏的老婆哈文掌管春晚

“帅印”以来，有关春晚的信息就源源不

断：哈文求教张艺谋、哈文拜访赵宝刚

……每日都有猛料。昨日，又有消息曝

出，说哈文方面正在积极撮合宋丹丹再

度与赵本山搭档。为此，昨日记者专门致

电本山传媒的副总裁刘辉，他表示赵本

山关于春晚的一切现在都是零，有些传

闻并不靠谱。

刘辉辟谣，目前网传赵本山已经收

到今年春晚邀请，他表示并没有此事。那

么是否会真的和宋丹丹合作，又是否有

计划再推举一位高徒呢？关于这些问题，

刘辉一概回应：“有关春晚的事现在提都

还太早，目前真的没有什么具体的想

法。 ”

上月底，本山传媒的新剧《
+

网情》

开机时，赵本山就已向本报表示：“现在

准备还太早，起码要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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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才开始

想春晚。 ”日前，本山传媒的两部新剧，

都市题材的《
+

网情》，乡村苦情戏《樱

桃》都在紧锣密鼓地拍摄中。赵本山在这

两部戏中不仅要客串，而且还要把关。而

本月
$'

日，《乡村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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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将开机。

同时，在北京刘老根大舞台旁新建的刘

老根会馆也即将开门纳客。这些公司内

部的事，已足够赵本山忙了。春晚的事恐

怕确实要向后排期了。 陈妍妮

赵本山搭档宋丹丹最完美

恐怕在大多数人心中，春晚舞台上，

赵本山和宋丹丹是最好的搭档了。究其

原因有以下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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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丹丹是才女!而且兼具名气!赵

本山身边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出谋划策的

人!宋丹丹可以为赵本山带来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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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的小品不是剧本好就可

以! 还要靠演员举止动作的演绎来达到

-笑果.! 从赵本山和宋丹丹联合打造的

白云黑土系列来看! 宋丹丹无疑是赵本

山小品搭档中肢体语言展示最成功的%

来中国将一事无成
西班牙网友嘲讽卡马乔———

! ! ! !

昨天在西班牙著名媒体《马卡报》的

一篇关于卡马乔将接手中国队的新闻评

论中，众多西班牙网友进行了点评。在长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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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的回复中，普遍都是挖苦甚至嘲

讽的议论———

“可怜的中国人，希望这没用的东西

对你们有用……”

“为中国感到遗憾。卡马乔是西甲最

差的教练之一。他执教了萨维利亚历史

上的最佳阵容，但是却降级了。他在国家

队更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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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萨苏纳也是灾难性的。幸

好他不回萨维利亚了，我安心了……再

次为中国感到遗憾。”

“卡马乔这位教练不怎么样，在奥萨

苏纳时没做什么好事，球迷们很是受罪。

中国球员不是外星来的，因此卡马乔可

能在中国还是失败。”

“我不认为卡马乔去中国是为了赢

得荣誉的，大概是为了钱吧……”

“今夏最好的消息了。”

“滚吧，不要再回来了。”

“哈哈哈，卡马乔要去中国了？他会

让中国再
6768

的排名垫底的，希望他

不要再回来了。”

“什么？卡马乔要成为中国队主帅

了？那么他肯定什么都赢不到。”

足协决定
高洪波停职不停薪

允诺拿满百万年薪

! ! ! !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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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国家队在合肥用一

场胜利送别了原任主帅高洪波。由

于这次是在有关方面的强行推动下

“被下课”，所以高洪波在经济上得

到了一定补偿。中国足协考虑到高

洪波过去两年多时间里所作出的贡

献，决定“下课不停薪”，以此作为一

种补偿。

不久前，高洪波和足协领导长

谈，明确表示自己不适合继续留在

国家队教练组中，反而希望两位助

理教练继续留队，帮助新洋帅顺利

过渡之后。这种态度让足协高层很

感动，而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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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赛开打前下课，

高洪波的下课也获得了不少人的同

情。足协似乎也已经意识到了外界

的这种心态，这次下课也的确不是

高洪波本人的责任，因此足协领导

明确表示：虽然高洪波离开了国家

队主帅位置，但足协依然会按照主

帅待遇继续支付他的薪水，直至今

年年底。

也就是说，虽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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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就遭下

课，但高洪波今年能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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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的年薪。而在以往，不管是和土帅还

是洋帅，只要一下课，足协马上就暂

停其工资和各种补助。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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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亚

洲杯上，朱广沪和两位助手李树斌、

徐 因为未能率队出线，于是其工

资只支付到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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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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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开

始就不管了，这也令本土教练心寒。

但这一次，因为高洪波是“被下课”，

而且还不是足协的本意。在这种情

况下，中国足协的领导们也还算通

情达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