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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功夫明星吴京突然亮相春
晚第一次彩排，让现场媒体十分惊
讶，因此前一直未有吴京加盟春晚
的消息传出。7日记者了解到，今
年的功夫明星可不只有吴京，因拍
摄《一代宗师》修炼成八极拳冠军的
香港演员张震也会加盟，其将搭档
吴京带来一个十分特别的武术节
目。据悉张震7日已经抵京排练节
目，8日将会参加春晚的第二次带

观众彩排。
当年王家卫导演一部《一代宗

师》筹备达八年之久。慢工出细活
的王家卫在《一代宗师》没公映之
前，把张震培养成了一位“武林高
手”，在一场全国性的八极拳比赛中
拿到了一等奖。

而吴京也是早年在热播电视剧
《太极宗师》中饰演内家拳宗师而走
红，他也曾拿过不少武术比赛的冠

军。今年的春晚可以看到张震与吴
京搭档，两位“宗师”的相逢相信会
给观众带来一场功夫盛宴。

此外，吴亦凡、鹿晗、陈伟霆及
宁泽涛四个小鲜肉，将出现在春晚
的“致青春”环节进行老歌新唱。秦
岚、马苏、佟丽娅、王丽坤四人将饰
演中国古代四大美人西施、貂蝉、王
昭君、杨贵妃，在春晚舞台上演唯美
的水袖舞。 （据新浪网）

新华社柏林2月6日电（记者冯
玉婧）第6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开幕
第二日，由德国人沃纳·赫佐格导演、
澳大利亚女星妮可·基德曼主演的
《沙漠女王》继续探讨女性话题，将观
众带入阿拉伯沙漠的世界中。

该片根据英国女探险家格特
鲁德·贝尔的真实故事改编。格
特鲁德·贝尔（1868－1926）是一
位颇具争议的探险家、作家、考古
学家，享有“沙漠女王”之称。她
曾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帮助建
立伊拉克王国，并在巴格达建立
考古博物馆。

格特鲁德·贝尔出身富有家庭，
获有牛津大学学位。在英国维多利
亚时代，贝尔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年
轻女子，没有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
于是动身前往伊朗。在德黑兰，她爱
上了英国外交官亨利·加多。但这段
感情遭到她父亲的反对。最终，贝尔
选择旅行与探险。

“我的心不再属于任何人，只属

于沙漠，”基德曼在影片《沙漠女王》
中说道。在这部史诗传记影片中，赫
佐格运用大量的广袤沙漠景观来描
绘他镜头下人物的内心世界。

基德曼表示自己很享受拍摄这
部以沙漠为背景的电影，并为剧情需
要学会了骑骆驼。“学习骑骆驼正合
我胃口！从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尝
试去做我从未做过、甚至以后永远不
会再做的事情，”基德曼说，“我现所
处的人生阶段需要我游览不同的国
家、探索新的故事、离开我的安乐
窝。”

赫佐格现年73岁，是上个世纪
七十年代新德国电影运动的代表人
物之一。

除了《沙漠女王》，同日展映的竞
赛影片还包括来自伊朗的《出租车》
和英国的《45年》。中国影片《一步之
遥》作为华语片独苗也入围本届电影
节主竞赛单元。

本届柏林电影节将于 15 日闭
幕，14日揭晓“熊”落谁家。

新华社柏林2月 6日电（记者郭
洋）英国影片《45年》6日在柏林电影
节全球首映，影片通过描述一对老年
夫妻的感情生活，引发人们对婚姻的
思考。

距离结婚45周年纪念日还有不到
一周时间，妻子凯特已开始安排庆祝
活动。就在这时，丈夫杰夫突然收到
一封来信。两人的亲密关系一下子紧
张起来。

原来，杰夫前女友卡佳50年前在
瑞士登山时遇难。如今，人们在冰中
发现了卡佳的尸体。这一消息将杰
夫带回到那段感情，难以自拔。他向
凯特坦言，如果卡佳没死，他现在的
妻子将会是卡佳。这使凯特陷入极
度的不安。

眼看45周年庆祝派对日期临近，
杰夫到底在想些什么？难道45年的感
情就要走到尽头？

《45年》由夏洛特·兰普林和汤姆·
考特尼主演，是导演安德鲁·黑格继
2011年《周末时光》后又一部关注感情

生活的影片。只不过，《周末时光》描
述了两个人的相遇和爱恋，而《45年》
则着重探索结婚多年后的夫妻关系。

影片《45年》是黑格根据英国作
家戴维·康斯坦丁短片小说《在另一个
国家》改编。与原著不同，黑格将时间
由上世纪90年代改为当下，夫妻的年
龄也由80多岁调整至六七十岁。影
片细腻感人，描述了现今老年人的真
实生活，他们依然对生活充满热情，阅
读、购物、有自己的社交圈子和夫妻性
生活。

截至6日，本届柏林电影节已有4
部参赛影片完成首映。《45年》媒体场
放映刚一结束，就迎来台下掌声，足见
媒体人对影片的肯定。

柏林电影节与法国戛纳电影节和
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并称为“欧洲三
大电影节”。第65届柏林电影节2月
5日至2月15日举行，共19部影片参
与金银熊奖角逐。所有参赛影片将在
13日前完成首映，颁奖典礼定于14日
举行。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2月6日晚，来自海南的参赛者站上
了热门综艺节目《最强大脑》的舞台，成
为该节目有史以来年纪最大的参赛
者。这位老人的努力让评委和观众们
感动，节目组还为这位老人破例，第一
次为挑战失败的参赛者开启通往晋级
成功的阶梯的大门。

这位参赛者，就是73岁的万宁老人
吴光仁。

努力寻求方法与病症抗争

和那些天资聪颖的人，或者精力充
沛的年轻人相比，已经年过70的吴光仁
显得太过普通，甚至有些迟钝。由于耳
朵有些背，当别人讲话时他总是微笑着
向前倾着身子注意聆听。

“父亲在54岁那年突发脑中风，后

来记忆力就开始慢慢衰退了。”吴光仁
的儿子吴政凯告诉记者，1996年，退休
在家的54岁吴光仁突发脑中风。虽然
事后吴光仁的身体机能恢复正常，但记
忆力却出现了严重衰退，医生表示很有
可能患上老年痴呆后遗症。

一次偶然的机会，吴光仁对记忆方
法有了极大的兴趣，“我经常看有人教
学生怎样训练记忆力，那么长的古文，
那些学生一个星期甚至几天就能背下
来，太神奇了。”于是，2003年，吴光仁便
开始自学记忆方法，希望能够以此来提
升自己的记忆力。

用一生经历贯穿记忆过程

“刚开始的时候，我就用地名来代
表一句话，但是我知道的地名不够多，
慢慢地我就用人名补充上去代替。”在
儿女们看来，吴光仁是个十分勤奋的学
生。为了锻炼记忆力，只要没有特殊的
事情，他每天都会拿出一定的时间来练
习记忆力，背诵古文。

“不过我年纪大，背得慢。年轻人
一个星期就能背下来5000多字的《道德
经》，我得用20天才行。”吴光仁笑着

说。当第一次能够顺利背诵出《道德
经》时，这位当时已经是花甲之年的老
人兴奋得像个孩子一样，信心倍增。

在挑战了系列国学经典后，吴光仁
也背起了圆周率。他依然使用之前背诵
经典的方法，将地名和人名与圆周率每
四个数字相对应进行记忆，“你看，这大
茂村就代表7245，大茂市代表1273，坡
顶代表4914……”吴光仁从自己的睡房
中找出一本已经翻得有些发黄的记事
本，指着其中的数字说道，在这本记事本
中，吴光仁用圆珠笔将人名和地名与数
字一一对应记了下来，多达30多页。

“自从父亲学习记忆法开始训练记
忆后，人的精神状态和以前就大不一样
了。”吴政凯告诉记者，老人有着十分坚
韧的意志力，这么多年一直坚持锻炼记
忆力，而效果也逐渐显现——老人的记
忆力有了恢复，反应也没那么迟钝了。

希望老年人永不放弃自己

由于学习记忆法，吴光仁一家都十
分关注《最强大脑》这档智力节目。在儿
女的鼓励下，吴光仁决定报名参加，“我
参加比赛不是为出名，也不奢望能够晋
级，就是为了让更多的老年人也能积极
应对自己的病症，积极面对生活。”

要参加比赛，节目组对老人提出的
要求是能够背诵圆周率5000位。于是，
吴光仁在报名后，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抓
紧系统练习，成功达到了要求。

（本报海口2月7日讯）

万宁7旬老人上演励志传奇
在热门综艺节目《最强大脑》上展示生命奇迹

张震和吴京亮相春晚首次彩排
上演了十分特别的武术节目

妮可·基德曼
携新片《沙漠女王》出席

英国影片
《45年》首映

《邓小平登黄山》
在京首映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记者刘美子）安徽省
委宣传部、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电影《邓小
平登黄山》6日在京首映。影片以纪实手法重温小
平登临黄山，发表“黄山谈话”的历史场景。

1979年7月，时年75岁的邓小平徒步登临黄
山之巅，发表了“黄山谈话”，拉开了黄山乃至中
国旅游业发展繁荣的大幕，为安徽和全国深化农
村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

曾执导电影《孔繁森》、《第一书记》等影片的
陈国星担任该片导演，卢奇饰演邓小平，魏积安、
奚美娟等参演。

“向日葵女孩”事迹
被搬上银幕

新华社长沙2月6日电（记者谢樱 明星）出
轨、堕胎、三角恋……青春片在时下电影市场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近来“不堕胎非青春”的狗血
剧情却一度遭来观众的质疑。6日，旨在弘扬正
能量的青春片《向日葵女孩》在长沙召开新闻发
布会，这部道德素质教育题材电影将展现不一样
的青春故事。

据介绍，《向日葵女孩》改编自“向日葵女孩”
何平的真实故事。何平是湖南科技大学2013级
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父亲1986年遭遇车祸切
除脾脏，丧失劳动能力，后又中风瘫痪。母亲是
间歇性精神病人，比何平小12岁的弟弟，患有严
重的先天性心脏病。何平用孝心和责任心扛起
整个家庭，她曾同时打七份工支撑一家四口生
活。20岁带着弟弟上大学，22岁又带着全家读
研。由于她坚韧乐观、自强不息的精神，被人称
为“向日葵女孩”。2013年，何平荣获“第四届全
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电影《向日葵女孩》由长沙市委宣传部、邵阳
市委宣传部、邵阳广播电视台、浏阳市委宣传部、
浏阳广播电视台等单位联合摄制，由刘艳臣执
导，楚建、王小挺等参演，预计6月在全国上映。

灯展、非遗项目展演、民间剪纸课堂、
插花艺术沙龙、戏曲票友会——

走，海口看“万春会”去
本报海口2月7日讯（记者许春媚 实习生陈

奕霖）灯展、非遗项目展演、民间剪纸课堂、插花
艺术沙龙、戏曲票友会……于2月16日至3月5
日举行的2015第10届海口万春会共设置了5大
版块23场内容丰富的主题文化活动，将在春节期
间为椰城市民及游客献上一场丰盛的新春盛宴，
这是记者从今天海口市相关部门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的。

据介绍，今年万春会的主会场仍然设在海口
万绿园，同时在海口复兴城及龙华、美兰、琼山、
秀英等4个区也部分活动。以“十年万春会，温暖
中国年”为主题，本届万春会分设“暖居”、“暖
光”、“暖煦”、“暖景”、“暖心”五大版块，共有23场
主题文化活动。记者在活动总览表上看到，今年
万春会活动项目的设置十分接“地气”，其中既有
传统的最品牌名气最大的灯展活动，也有展示最
地道海南本土文化的海南传统民俗暨非遗项目
展演，还有参与性极强的戏曲票友会、手工灯笼
DIY沙龙、亲子手指画课堂、户外亲子自然教育课
堂等活动。此外，主办方为了让游客和市民了解
海口的城市历史及文化，还设置了“穿越时光长
廊”城市图片展、琼北地区最佳人居项目展等展
示活动。整个万春会的活动宜动又宜静，市民和
游客可以在活动的参与中过个又热闹又有趣的
羊年新春。

此外，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现场，海口万春
会首次设计使用的品牌形象及吉祥物首次亮
相。记者看到，这一品牌形象融入了海口地域符
号及新春喜庆元素，一蓝一红吉祥娃娃笑迎八方
来客。据介绍，这也是本届万春会最大的亮点，
既加强了仪式感，也助推万春会品牌形象的塑造
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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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女性话题，将观众带入阿拉伯沙漠世界 探索老年夫妻感情生活

妮
可
·
基
德
曼

吴
京

张
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