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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非的新节目《新相亲时代》即将在江苏卫视开播。
相比《非诚勿扰》，这一次孟非把视角从青年男女的交友问
题转向婚姻大事。新节目开播之际，孟非的昔日搭档以及
佟大为、黄磊、张嘉佳、姜振宇、黄菡等人纷纷表达了祝
福。黄磊还为男嘉宾们支招，“最重要的是，搞定丈母娘！”

作为“国民月老”，专注生活服务类节目的孟非，凭借
《非诚勿扰》中幽默靠谱的表现，赢得大批未婚青年与父
母的信任，好友张嘉佳不禁调侃：“孟非活生生把‘月老’
和‘红娘’，拗成了一个光头的形象。”而在过去8年里，一
直站在为青年男女提供交友和婚恋机会舞台上的“孟爷
爷”，此番再次挑战自己，转身面向父母，打造了《新相亲
时代》。

新节目开播之际，《非诚勿扰》的历届“合伙人”——
黄磊、佟大为、张嘉佳、姜振宇、黄菡等人纷纷助阵力挺。
黄磊笑称：“孟非是要以全世界单身男女的幸福为己任！
自己挑战自己，自己和自己 PK，胆儿也太大了。”佟大为
也感叹孟非敬业，赞他是“月老托生”。黄磊老师还传授
起婚恋经验：“这次是跟我们之前看到的相亲节目不一样
了，有父母把关，所以大家记住了，最重要的是搞定丈母
娘！”姜振宇则对父母陪伴相亲的方式十分期待：“不同年
龄的人以不同角度看待相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价值观会
碰撞出绚烂的火花。”

《新相亲时代》正式上档后，江苏卫视周六、周日黄金
档将同时被孟非“霸屏”，周六《非诚勿扰》，单身男女交
友，周日《新相亲时代》，单身男女和父母一同加入相亲。
孟非这样解释《非诚勿扰》与《新相亲时代》的区别：“《非
诚勿扰》可能指向一次恋爱的开始，《新相亲时代》则更是
指向了婚姻的可能性。” 李洪波

黄磊佟大为黄菡集体力挺《新相亲时代》

孟非以单身男女
幸福为己任

3 月 14 日，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
金去世，《时间简史》销量暴涨！现在，图
书网站上，很多霍金的著作，都已处在售
空或者预售状态。

根据当当网提供的数据，仅在霍金去
世消息爆出的两小时内，相关图书热度就
开始迅速飙升。

和霍金相关的图书，比如《时间简史》
《霍金的宇宙经典套装》《果壳中的宇宙》
《大设计》《黑洞不是黑的》《霍金三部曲经
典著作套装》《霍金著作全集》等，在当当网
的累计销量同比提升 19 倍。其中，图书

《时间简史（插图本）》的销量提升最为迅
猛，同比提升近33倍，而电子书《图解时间
简史》销售同比更是提升57倍！《图解时间
简史》是别人写的对《时间简史》的简化与
解读，号称能让人读懂《时间简史》。

知道霍金的一定都听说过《时间简
史》。这本书自 1988 年首版以来，已被翻
译成40种文字，累计销量超过1000万册。

但是，问题来了，你真的看懂《时间简
史》了吗？如果你看不懂，不要觉得不好
意思。毕飞宇就写过一篇《我读〈时间简
史〉》，他在里面大方承认自己真的看不
懂：“我一点也不怀疑专业人士可以读懂
这样的论述，可是，我读不懂⋯⋯我和许
多人讨论过这本书，有一句话我问得特别
多：‘你读得懂吗？’得到的回答令人欣慰：

‘读不懂。’我很喜欢这个回答，直截了
当。至今为止，我还没有遇上能够读懂

《时间简史》的人。”
而且他还“厚着脸皮”透露：“《时间简

史》这本书我读过许多遍，没有一次有收
获。每一次读《时间简史》我都觉得自己是

在旅游，在西藏，或者在新疆。窗外就是雪
山，雪峰皑皑，陡峭，圣洁，离我非常远。我
清楚地知道，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登上去。
但是，浪漫一点说，我为什么一定要登上去
呢？再浪漫一点说，隔着窗户，远远地望着
它们‘在那儿’，这不是很好吗？”

所以为了让更多人看懂，霍金后来专
门又写了一本《时间简史普及版》。《时间
简史》讲述的是探索时间和空间、膨胀的
宇宙不确定性原理、基本粒子、黑洞、黑洞
不是这么黑等内容。

其实，致敬霍金，与其纠结于自己看
不懂《时间简史》，不如先从霍金的物理童
书和其他科普书入手。跟着这份书单，说
不定哪一天再回过头来看手边的《时间简
史》，会豁然开朗。

潘卓盈

霍金去世，《时间简史》销量暴涨

看不懂别不好意思，大方承认吧

著名导演陈可辛要拍摄电影
《中国女排》，这事早在今年 1 月
份就公开了，开机的时间也选定
在今年下半年。但直到现在，坊
间围绕演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
据悉，这部电影均按照中国女排
国家队的姑娘们为原型选演员，
其中惠若琪的扮演者将是关晓
彤。没想到，不少女排球迷对关
晓彤扮演惠若琪很不认同。

关晓彤被指
气质不符女排精神

《中国女排》这部电影，类似
一部纪录片，主要讲述的是从
2004 年陈忠和教练带领中国女
排夺冠后到 2016 年中国女排再
次夺冠之间的故事。历时三届奥
运会，整整 12 年时间，陈可辛导
演将带我们重温中国女排辉煌背
后的故事。

拍摄《中国女排》的难度很
大，因为这部电影对演员的要求
是很“刁钻”的，作为女排队员，首
先就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必须是
大个子。据悉，陈可辛导演邀请
了张蓝心和关晓彤出演，而90后
的当红“小花”关晓彤出演的是惠
若琪一角。

说到张蓝心，似乎网友对她
出演女排队员并没有太大的意
见，张蓝心之前是跆拳道运动员
出身，曾效力国家队超过 10 年，
让有运动员经历的张蓝心扮演女

排选手，在气质上比较吻合。这
几年张蓝心也在大银幕上以打女
形象示人，出演成龙片《十二生
肖》，还参演了《绝地逃亡》《铁道
飞虎》《密战》等。

但 是 一 说 到 关 晓 彤 ，似 乎
女排球迷的意见就比较大了。
从身高上来说，关晓彤身高 1.73
米，在女演员中算是大个子，但
跟 身 高 1.92 米 的 惠 若 琪 比 起
来，足足矮了一头。此外，就是
气质不符。关晓彤之前的形象
是“国民闺女”，之前扮演的角
色要么娇气，要么叛逆，跟坚韧
不拔、勇敢无畏的女排精神不
沾边。

女排姑娘
演自己也不现实

也有网友建议，能不能让惠
若琪本人扮演自己？惠若琪曾经
是中国女排的“颜值担当”，今年
三八国际妇女节期间，芭比娃娃
推出以真人为原型的限量版，三
个入选的华人女性就是惠若琪、
关晓彤和谭元元。

惠若琪是 90 后，退役后与
娱乐圈互动频繁，经常参加各种
综艺节目，获得娱乐圈的赞扬，
认为她在节目现场的互动中，反
应快、口齿伶俐，还挺幽默。不
久前，在一档综艺节目中，惠若
琪透露，自己现在从事公益，未
来也有可能进军娱乐圈，担任主

持人。
让女排队员扮演自己，这个

建议很好，但的确没有可行性。
如果让惠若琪在电影中扮演本
人，其他演员就要全部换掉，因为
惠若琪太高了，其他扮演女排姑
娘的演员身高都要在 1.9 米左
右，这显然并不现实。其次，如果
让惠若琪在电影中扮演本人，网
友势必要求其他演员最好也由本
人扮演，这也不现实。

因而，陈可辛将面临一道难
题：关晓彤，网友不认可，请惠若
琪自己演自己，又不现实。不知
道读者们怎么看这事。

梁军

《中国女排》尚未开拍，面临选角难题

关晓彤演惠若琪？
女排球迷不高兴

前不久，张艺谋、姜文、徐克、
斯皮尔伯格等一批电影大导演相
继宣布新作档期，与此同时，冯小
刚也基本确定今年推出新作，看
来，2018 年将是一批知名大导演
的回归之年，令影迷颇为期待。

斯皮尔伯格：
72岁玩VR

由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
伯格执导的科幻动作冒险巨制

《头号玩家》将于 3 月 30 日在中
国内地与北美同步上映。该片根
据畅销小说《玩家一号》改编，剧
本由《复仇者联盟》编剧扎克·佩
恩和小说原著作者恩斯特·克莱
恩共同打造。故事讲述在 2045
年，人们沉迷于虚拟现实（VR）
游戏“绿洲”。“绿洲”的创始人临
终前宣布，将亿万身家全部留给
寻获彩蛋的游戏玩家，史上最大
规模的寻宝冒险就此展开。

从预告片看，密集展现的未
来场景，虚拟现实游戏“绿洲”中
恢宏变幻的城市⋯⋯无不让人感
受到想象力和视效的神奇。

一直以来，该片导演斯皮尔
伯格都是最受全球观众喜爱的银

幕造梦者之一。近年来，斯皮尔
伯格将更多精力放在严肃题材
上，《头号玩家》无疑是这位“科幻
老顽童”沉寂已久的一次“归来”！

张艺谋、姜文、徐克
纷纷选中暑期档

暑期档一向是兵家必争之
地，以往多是好莱坞大片的天下，
但从目前已经定档的电影来看，
张艺谋、徐克、姜文等名导演的加
入，势必会让今年的暑期档掀起
一场华语大片的狂欢。

继《长城》之后，张艺谋导演
的新作《影》也即将登场。据张艺
谋说，这是自己真正想拍的电影，
早在拍摄《长城》时就一直在打磨
剧本。与以往作品的“浓墨重彩”
相比，《影》在画面上尽显水墨山
水风格，但其所展现出的极致中
国之美，其实又是张艺谋最擅长
的类型。与《长城》众星云集的场
面相比，此次邓超、孙俪夫妇的加
盟格外引人关注。此外，王千源、
吴磊、关晓彤的搭配，看起来也非
常新鲜。

同样选在暑期档的还有姜
文。其新片是根据张北海小说

《侠隐》改编，由曾打造过《龙门飞
甲》《投名状》的何冀平和姜文共
同担任编剧，这也是姜文继《让子
弹飞》《一步之遥》之后“民国三部
曲”的最终章。

徐克执导的《狄仁杰之四大
天王》则已经确定于 7 月 27 日上
映。时隔五年，“徐老怪”的“狄仁
杰”系列又将与观众见面，编剧张
家鲁透露，这一集“怪物更多，角
色更扎实”，徐克也透露：“这次的
反派是三部当中最厉害的，你会
意想不到。”

此外，冯小刚也传出将在今
年开拍《手机 2》，在上个月接受
采访时他曾表示，是否开拍要等
剧本出来后再做定夺。

第六代导演
也将带来新作

除了第五代的大导演之外，
第六代代表人物也有望在今年带
来新作。去年，由贾樟柯执导的
新作《江湖儿女》开机，主角为赵
涛和廖凡，还有冯小刚、徐峥、张
一白、刁亦男四大导演客串，表演
阵容上的混搭令人期待。

黄岸

张艺谋、徐克、姜文、斯皮尔伯格⋯⋯

大导演轮番亮相，你期待吗？

陈可辛筹拍《中国女
排》，这并不是中国女排
题材电影的首次出现，虽
然回溯过往，以中国女排

为题材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屈指可
数，但一些鲜活的面孔仍然很有代
表性，其中，倪萍饰演过女排姑娘
的样子就被很多人记忆犹新。

先说电影方面，1980 年有一
部叫《排球之花》的影片，讲述年轻
女排教练田大力发现好苗子凌雪，
在共同的训练和生活中逐渐产生
恋情。后经过一系列磨难，最终田
大力和凌雪一起协助老教练，指导
队员们奋勇攀登世界排球运动高
峰。1981 年，还有一部《沙鸥》，以
女主角沙鸥为核心，讲述一个女排
运动员带伤训练、出国比赛，受到
家庭事业双重打击，最终重新振作
成为教练，带领新一代女排球员取
得胜利。

上述影片都带有明显的时代

局限。影响更大的是1985年的一
部电视剧《中国姑娘》。这部由鲁
光的报告文学改编成的同名电视
剧，由倪萍、濮存昕主演，讲述的是
中国女排的光荣史。那时的倪萍
浑身透露出青春气息，穿上运动
装，看上去真是英姿飒爽！据悉，
为了拍摄《中国姑娘》，她曾体验生
活，和郎平一起训练了半年多。此
后她就成了郎平和中国女排的忠
实粉丝。

此后，有影响力的排球影视作
品凤毛麟角。2008 年，有影视公
司推出本土版的《排球女将》（日本
电视剧《排球女将》曾俘获无数中
国观众的心），但关注度不高。

中国女排从“五连冠”到跌入
低潮期，再到重返奥运冠军位置，
其中的曲折，以及曲折背后种种精
彩故事，都有着丰富的戏剧性。这
或许就是陈可辛拍摄《中国女排》
的原因。 赵蔚林

倪萍曾和郎平训练半年多

排球影视作品，你记得多少？

第十二届亚洲电影大奖17日晚在澳门颁发，共颁出
17个大奖。影片《芳华》夺得最佳电影，演员古天乐和张
艾嘉分获最佳男、女主角。

在当晚的颁奖仪式上，张艾嘉凭借影片《相亲相爱》
问鼎最佳女主角，同时她还获颁终身成就奖。古天乐则
凭借影片《杀破狼·贪狼》摘得最佳男主角，该影片同时还
获颁最佳动作电影。

日本导演石井裕也凭借《东京夜空最深蓝》夺得最佳
导演。最佳编剧则由印度影片《倔强的牛顿》的编剧阿米
特·马素卡和马亚克·特瓦瑞共同获得。

张雨绮以影片《妖猫传》获得最佳女配角，该影片同时
还获颁最佳造型设计、最佳美术指导和最佳视觉效果。韩
国演员梁益准则凭借影片《啊，荒野》获得最佳男配角。

中国导演董越凭借《暴雪将至》夺得最佳新导演奖
项。

此外，惠英红获得卓越亚洲电影人大奖，《战狼 2》获
得2017年最高票房亚洲电影大奖，韩国演员林允儿获得
亚洲电影大奖飞跃新星奖。

亚洲电影大奖创办于2007年，是首个为表彰亚洲电
影业杰出人士而设立的颁奖活动，致力于推动区内电影
迈向国际。 胡瑶

第十二届亚洲电影大奖颁奖

《芳华》获最佳电影

导演顾长卫携新片《遇见你真好》的两位演员蒋易、
周楚濋宣传，顾长卫透露因为想用这部影片，和儿子聊一
聊青春的话题。

《遇见你真好》改编自孔龙的原创小说《飞火流星》，
讲述了“高四”紫荆复读学校中的三重爱情趣事。从《孔
雀》到《立春》，顾长卫的镜头下总是充满着某种怀旧质
感。这次将镜头对准青春期的学生，顾长卫透露是受儿
子的影响，“我的青春已经很远了，眼看着下一辈都长大
了，我儿子16岁了，嗖嗖嗖地就长到一米八三，跟我一个
模子出来的。我有时候看着他，能感到青春，也回忆起自
己的青春故事和感受，所以很有拍成电影的冲动。”

顾长卫希望可以通过这部影片和儿子讨论青春，“我
发现他有喜欢的女孩时百感交集，我很想有机会和他谈
论青春，因为他的身上有我的影子，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感
情。但我和儿子总是不知道该怎么沟通，雯丽还比较能
沟通。所以在很多的项目中就挑选了这个题材。青春有
那么多美好的过程，美好的错过、误会。我和更年轻的

‘我’碰撞，也希望通过电影跟年轻的、正青春的人分享关
于青春的美好和珍贵。” 罗媛媛

顾长卫用《遇见你真
好》和儿子聊青春

关晓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