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由赵本山!小沈阳!程野!于
月仙!毕畅等"本山军团#艺人联袂出演的
本山传媒 !"#!年重头大戏$不是钱的事%&

$%月 $&日将强势登陆江苏!山东!天津!黑
龙江四大卫视'据悉&赵本山秘密炮制的转
型力作$不是钱的事%&一关机就遭到众多
卫视"哄抢#&最终确定在包括江苏卫视在
内的四家卫视播出(

说起赵本山的"钱#系列作品&大家一
定不会陌生& 从 !%%'年央视春晚的小品
$不差钱%到 !%$% 年地方春晚的小品$就
差钱%&"钱# 系列作品几乎成为观众每年
最期待的"开心果#( 今年&赵本山将"钱#

系列升级&打造了全新电视剧$不是钱的

事%&剧中延续整个系列的风格&不仅能在
看到赵家班几代最出色徒弟的"熟面孔#&

剧情也是"笑果十足#(

该剧通篇围绕"二人转#这一关键词展
开&其中有喜有忧&赵本山的喜剧功底也将
得以彻底展现& 在剧中他翘起兰花指饰演
了一个绰号"小香水#的二人转艺术家( 有
人将该剧比作赵本山的自传& 也有人将该
剧和本山传媒大火的$乡村爱情%作比( 但
本山传媒的负责人表示两剧完全没有可比
性&"$不是钱的事%偏重于都市化&不仅很
好笑&其中还有一些艺术价值&在片中所有
本山传媒的艺人都将转型& 这次大家会看
到一个不一样的)本山军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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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庆长假开始至今& 中央
电视台每天黄金时段都会播放一组在街头
随机采访寻常百姓的镜头& 共同的问题都
是"你幸福吗(#回答者虽然面对镜头会感
到有点突然&也根本来不及细想&但他们的
即兴回答却展现了五花八门的幸福观&由
此也引发了网上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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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街头随机采访的形式& 就同一个话
题连续那么多天采访普通人&这在$新闻
联播%史上还是首次( 对幸福的看法因人
而异&回答也是五花八门&这就尤为引人
注目( 该节目受欢迎&是因为它把镜头对
准了普通人&让他们坦然表达心声&打破
了主流传媒以往居高临下.我说你听的传
统模式(

一对年轻夫妇受访时& 丈夫先说+"我
很幸福( 幸福就是两个人相爱( #当回答他
俩最大的遗憾时& 妻子则答+"他没给我买
大房子&我们的房子太小了( #在郑州一火
车票代售处& 一 #)岁的大学生被问+"你
觉得幸福吗/ #"幸福啊( #"你觉得幸福是
什么呢/ #"每天把该做的事做完之后&舒
舒服服地玩就是幸福( #前晚&还有一名清
华大学的学生面对镜头称+"今天不幸福&

因为刚和女友分手( #由此可见&这些回答
均十分质朴&非常鲜活&对于央视的"幸
福#调查&有网友说&看这样的新闻才"幸
福#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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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组街头访谈在赢得喝彩的同时也引
发了争议( 知名主持人孟非前些天贴出一条

微博+"假如&我是说假如&某天你走在路上&

一个记者突然拿着话筒上来问你+你幸福吗/

你会如何回答/ #孟非这条微博转发超过两万
次&评论接近四万条&其中就有褒有贬(

一则"我姓曾#被有些网友称为"神回
复#并风靡一时( 山西太原清徐县北营村的
一位务工人员面对提问先是推脱+"我是外
地打工的&不要问我( #但记者追问+"您幸
福吗/ # 这位务工人员上下打量了一番记
者&然后答道+"我姓曾( #对于这答非所问
的解读&有人说这是务工人员听错了&以为
在问*"你姓傅吗(#但有人说&这是故意不想
回答&他以此扯谎+"我姓曾( #不少网友表
示&这样看似无厘头的回答&背后却有无尽
的辛酸和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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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褒是贬&都证明了一个事实+这
次央视"幸福#调查接近原生态播出&几乎
没有过滤&没有粉饰&并敢于展示不足&敢
于还原真相( 一些观众本以为"应该被剪#

的镜头&都原汁原味地得以呈现&这无疑是
央视的一大突破( 这些回答虽然有些粗糙
却透着质朴&虽然有些随意却显出真实(

有网友建议& 为了得到更为真实的回
答&"你幸福吗# 的提问方式也可变得更加
亲民.更有人情味( 如"你觉得幸福是什么/

现在过得知足吗/ 还有什么特别想得到
的/ #因为&面对贫困的拾荒者&面对失恋的
年轻人--"你幸福吗#这样贸然的问语&

毕竟显得有些不合适( 提问应随机应变&因
人而异&以人为本&要为他人多考虑一些&

从而让老百姓道出更真实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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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广电总局电影局主办的"颂歌,,,迎
接党的十八大国产重点影片推介典礼#$"

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典礼集中推介了
$忠诚与背叛%$西藏的天空%$雨中的树%

$许海峰的枪%$生死罗布泊%$南平红荔%

$冰雪十一天%$小小飞虎队%$走过雪山草
地%等 !+部电影新作(

据主办方介绍&这些推介影片中&不乏
注入新意. 挖掘鲜为人知细节的革命历史
题材作品& 而更多的则是将目光聚焦现实
的作品& 有的描绘改革开放以来的和谐气
象&有的塑造各行各业的英模人物&有的表
现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进步图景(

其中&聚焦党的五大召开.表现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前身,,,中央监察委员会诞
生过程的影片$忠诚与背叛%&表现了忠诚
于革命事业的崇高理想& 具有重大现实意
义&并有意识地借鉴了惊险片的类型元素&

提升了观赏性(

以四川达州万源市原组织部长李林森
先进事迹为原型的$雨中的树%&一方面忠
实于人物原型的事迹& 另一方面又以独到
的艺术手法丰富着人物的精神境界& 体现
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批献礼影片从题材选择到艺术表
现都呈现出一些不同以往的新特点.新气
象&进一步贴近现实.贴近群众.贴近生
活&体现了人民群众在时代大潮中的激情
与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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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月 )日&$太极 $%票房
过亿元&$铜雀台%即将过亿元( 国产片拿下
一亿元票房已经显得轻车熟路(对于任何一
位亿元导演来说&意味着曾经有作品被超过
,""万人次的观众观看(

"亿元俱乐部#是指在内地公映的国产
影片中& 统计票房突破一亿元的影片集合&

民间约定俗成&中国某个导演的某部影片票
房过亿元后& 人们便在心中为这个导演在
"亿元俱乐部#里留一席之地( !"""年以后&

张艺谋凭$英雄%成为亿元俱乐部首个会员&

随后冯小刚.陈凯歌等也相继"入会#( 今年
"十一#前夕&王全安凭$白鹿原%票房过亿
元&成为俱乐部新会员&于是电影人在微博
盘点"亿元俱乐部#&得出一个惊人的信息+

华语片亿元俱乐部不再稀奇& 已经有 &"位
导演榜上有名(最新的会员是冯德伦&$太极
$%票房在"十一#期间过亿元( 导演名单中&

观众最陌生的导演还是$杨善洲%导演董玲
和"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导演(

制片人杜梅认为&"从中国导演破亿时间
表看&可以看出 !""&年前后&第五代导演爆
发& 到 !""'年开始第六代导演也崭露头角&

第六代导演中&贾樟柯.王小帅.王全安.张扬
等是中流砥柱( #

青年导演石磊说&"不过论性价比& 乌尔
善和滕华涛拔得头筹( 目前乌尔善是华语片
中票房最高的导演&$画皮 !%后&目前找他合
作拍片的人排成了一条河& 他不得不将手机
经常关机(而滕华涛凭借$失恋 ,,天%一鸣惊
人&'""万元投资赢来 ,个多亿的票房&是华
语电影史上最大奇迹之一( #

"亿元俱乐部#失手的导演也有好几个&上亿
元的投资仅换来上亿元的票房&这些导演包括庄
文强.麦兆辉.刘镇伟.林超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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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法国戛纳秋季电视节 $"日
闭幕( 中国动画片$云奇飞行日记%获得学
龄前组1,岁*+岁2最佳动画片奖&成为获
得这一组别奖项的首部中国动画片'

$云奇飞行日记%由哈尔滨品格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制作&共 -)集&每集 $"分钟'

该片以飞机为题材& 讲述了儿童云奇的乘
机经历'他在机场遇到了一系列困难&经历
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事件& 但也因此结识

了众多性格迥异的朋友' 最终通过不懈努
力&云奇积累了丰富的飞行经验&并一步步
朝着自己周游世界的梦想前进'

戛纳电视节青少年组评委会一名委员
介绍说&$云奇飞行日记% 之所以获奖是因
为题材新颖&且对儿童有教育意义'央视计
划于 !"$,年寒假播放此片'戛纳电视节每
年举办两次&分春季和秋季&是全球规模最
大. 影响力最广的国际视听产品与数字内
容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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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届 ./0 得分王.姚明在火箭队
的队友麦迪 ' 日证实& 他已决定结束在
./0 的生涯&将与中国的 1/0 青岛男篮
"牵手#'

"在我即将跨入人生下一个重要时
期之际& 我非常兴奋能为中国青岛队打
球' # 麦迪说&"近几年我多次造访过中
国&我爱那里的人们和那个国家&能为他

们打球是我的荣耀' 感谢每一位关注和
相信我的球迷' #

他说+"人的一生有几次会有一条新道
路出现在你面前& 现在这条新道路就出现
在了我面前' 我为自己过去 $&年在 ./0

所获得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 #

他还列举了一连串在其篮球生涯中要
感谢的人& 这其中包括尼克斯前主帅托马
斯. 火箭队老板亚历山大和前主帅范甘迪

以及科比和姚明等'

谈及姚明&他说+"姚明&我们共享了一
起打球的经历&那段经历将永远伴随着我&

谢谢你' #

曾经的 -届全明星成员&,,岁的麦迪
因伤病原因近几年状态下滑飞快' 今夏他
虽试训马刺队和尼克斯队& 可并没得到两
队提供的保障合同& 于是他产生了告别
./0的念头'

麦迪曾是姚明在火箭队的队友' "姚麦
组合# 的经历让麦迪在中国球迷中拥有极
高的人气'但在火箭队的五年中&麦迪并未
能给球队带来任何亮眼荣誉&!%$%年 !月
因与球队闹翻而被交易到尼克斯队'

麦迪 $& 年职业生涯场均贡献 $'2+

分.323次助攻和 &2+个篮板' 而上赛季他
在老鹰队效力时场均出战 $+分钟&命中职
业生涯场均最低的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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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青岛队签约的麦迪没有狮
子大张口&他不仅要价公道1年薪在 $%%

万美元左右2&而且没有像 4252史密斯那
样&附加了很多"奢侈条款#' 比如到客场
要单独住五星级酒店等'

当然&对于这个超级明星&青岛男
篮自然也不会怠慢' "我们已经联系了几
家五星级酒店&还有一些公寓式酒店&就
等着麦迪来青岛后自己选择' #青岛俱乐
部总经理生锡顺表示& 即舒适又不耽误
训练&是为麦迪选择住宿的标准&而在以

往&外援都是跟球队住在一起' 而对于客
场住宿&生锡顺表示麦迪将和球队同步&

"目前确定的是和球队住在一起&不会出
现像 4252 史密斯那样自己跑去住五星级
酒店的情况' #

在安保方面&生锡顺表示俱乐部也已经
为麦迪做了充足准备&"我们知道麦迪的到
来& 会为青岛主场增加很大的安保压力&但
我们已经有了相应的措施&和有关部门也进
行了联系和沟通' #生锡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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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篮协竞赛部主任白喜林说+"1/0

当然欢迎大牌球员的加盟&但俱乐部对于大
牌球员的管理&要有足够的准备' #

白喜林说+"俱乐部在外援引进上
是有自己的选择权的& 我们无法评判
引进大牌球员对俱乐部是好事还是坏
事' 我想球队联系他一定是出于球队
在人员.位置上的需要&这是个综合多
方面考量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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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牌球员的正面典型&马布里从
前几天开始就已经听说了麦迪要来中国
打球的传闻' 对于麦迪&过来人老马也给
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认为&麦迪只有适应

中国&才能带领青岛队取得成功'

马布里说+"因为麦迪当年是姚明火
箭队的队友&所以几乎所有的中国球迷都
知道他& 他的到来肯定会给 1/0带来一
个提升' 除了球场上的东西之外&麦迪要
做的就是适应中国& 包括这里的文化.生
活和联赛&如果他能够融入到中国的生活
里&那么新赛季他肯定可以带领青岛队取
得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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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麦迪确定将前往中国打球时 &

他昔日在火箭队的好搭档斯科拉就送
上了祝福' "祝贺麦迪去 1/0 打球&这
是一个很具意义的运作' #斯科拉在微
博上写道&"我希望自己也能够在退役
前前来中国打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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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0中国赛的洛杉矶快船队 $%日进行
了公开训练& 球队核心保罗自拇指手术后
首次参加了 &对 &的对抗性训练& 但并不
确定是否能在 $$日晚对阵迈阿密热火队

的比赛中登场'

"我有段时间没在场上打球了&所以今
天的训练我感觉很不错& 重回球队成为集
体的一分子让我很兴奋' #保罗接受快船官
网采访时说'

保罗还需修养&可快船"双子星#的另
一位,,,格里芬对即将与上赛季总冠军交
手已是跃跃欲试了&"我希望明天能有出色
的表现& 在观众的面前表现自己并感受到
他们的热情& 明天的比赛我或许会秀出几
个不一样的扣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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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HI" 从 $%月 $+日开
始&以"国际旅游岛魅力高尔夫#为主题的海
南国际旅游岛首届高尔夫假日嘉年华活动&

将在我省 )个城市 $+家高尔夫球会展开'该
活动以后将每年举办一届'

据介绍&包括海口观澜湖等在内的 $+家
球会将加入此届嘉年华活动' 活动期间将先
后推出三日免费畅打&从即日起&接受海内外
高球爱好者报名'

$%月 $+日将在海口台达球会举办盛况
空前的嘉年华开幕仪式暨中信台达高尔夫
!%周年纪念活动' 届时&$+家高尔夫球会的
总经理将联袂登台& 向海内外高球爱好者发
出最诚挚的邀请'

此次活动由省高尔夫球协会主导& 无论
是活动开展的规模.影响的范围&还是参与推
进的力度& 都将开创特定市场整合推广的先
河'此次活动历时一个月&据估计直接参与的
海内外高球爱好者将达到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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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总决赛今天在武
汉体育中心开幕' 海南队黄春妹6司徒静娴首
轮战胜一对四川组合&取得了开门红' 海南两
对男子组合出师不利& 分别负于江苏队和八
一队'

据了解& 本次比赛共有 ,+ 支男队.,'

支女队的 !$% 多名运动员参加& 其中包括
北京奥运会女子沙排季军得主薛晨6张希
等高手'

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刘文斌说& 今年的总决赛是近年参赛队伍最
多.竞技水平最高的沙排赛事&同时也是明年
全运会沙排比赛的资格赛'

排管中心沙排部部长王建平说& 中国沙
排运动起步较晚&与世界强国相比仍有差距&

但随着一批新人的投入& 中国沙排水平正在
提高&甚至走到了其他一些运动的前面&相信
这项运动未来在国内将会有更高的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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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中国棋
院消息&第 $-届三星财产杯世界围棋大师赛
八强战 $%日在韩国大田战罢'古力九段执黑
$!,手屠龙战胜韩国名将姜东润九段& 单枪
匹马闯入四强'

另外两位进入八强的中国棋手陈耀烨九
段和范廷钰三段分别负于韩国的李世石九段
和崔哲瀚九段& 另一个四强席位被目前韩国
排名第一的朴廷桓九段收入囊中'

古力是目前赢得世界冠军头衔最多的中
国棋手'在前两届三星杯赛中&古力均闯入决
赛'在 !%$%年末的第 $&届决赛中&古力 !+$

击败韩国棋手许映皓夺冠& 那也是他迄今为
止夺得的最后一项世界冠军'

古力在三番棋半决赛中的对手将是朴廷桓'

$%日一战&古力以星3无忧角开局&姜东
润应以二连星' 序盘阶段& 黑棋对左边的白
棋孤棋进行攻击' 本来& 白棋大龙没有什么
危险' 可是&姜东润走得有些过分&逃大龙的
同时不忘猛捞实地&寸步不让'古力做好充分
准备之后&黑 +$.+,突施杀手&形成劫杀白棋
大龙的局面' 最终&凭借劫材的优势&古力屠
龙得手&率先挺进四强'

在另外三盘比赛中& 刚刚升至中国等级
分第一位的陈耀烨执黑中盘负于李世石&新
锐范廷钰不敌崔哲瀚& 朴廷桓在韩国棋手的
"内战#中淘汰了卫冕冠军元晟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