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0

12345678

9:! ;<=>"

有媒体报道称!"$日夜间! 一位名
叫李依馨的女演员被藏獒咬得血肉模
糊!据悉该藏獒是同剧组的某大牌女星
带来的" 李依馨被这只藏獒咬了%"口!

缝了&%针" 该报道透露带藏獒的女星长
相甜美#上过央视春晚#演过主旋律影
视剧!出入多名随从吆三喝四!派头十
足"

%'日!有关此事件的微博被网友争
相转发" 评论中!很多网友猜测这位被

指$某长相甜美#上过央视春晚#演过主
旋律影视剧的女明星%为韩雪" 据悉!李
依馨与韩雪曾共同演过电视剧&代号十
三钗'" 巧合的是!有网友分享了一篇来
自百度$娱乐吧%的一篇帖子!该帖发表
于()""年""月**日下午$点+,分! 帖子
标题为&李依馨被狗咬破脸!称明年要
火'! 据帖子描述! 李依馨在上海拍摄
&代号十三钗'时!逗片场的狗玩!不慎
被咬伤脸部!帖子中还分享了李依馨在
微博上发出的!被狗咬伤后的照片"

对此!%'日中午!韩雪发微博称自己被
很多人问及!才知道躺着中枪" 她强调道!

自己从来不养狗!而且也已经将近+年没有
去过横店拍戏!希望大家不要以讹传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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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横店影视城%'日愤怒回应称经
排查最近李依馨根本没在横店拍戏!并
且也没有发现有演员带藏獒进剧组!并
斥责这种造谣炒作的行为"

据悉!横店影视城在得知演员在横店
被咬伤的消息后进行了调查-发现李依馨
最近根本就没在横店拍戏!更没有查到她
在横店的住宿登记!并且影视城是不允许

任何人携带藏獒入景区的!剧组方面也没
发现有明星携藏獒入内的事件" 对此!横
店影视城于.'日下午发表声明斥责此造
谣炒作的行为" 声明称($经排查!目前正
在横店影视城拍摄的各个剧组没有发现
有演员携带臧獒进剧组拍戏!横店影视城
各个景区也不允许任何人携带臧獒进入
景区"今日网传被臧獒咬伤的女演员李依
馨!最近并不在横店影视城拍戏" 我们的
态度是(造谣有罪!传谣缺德!信谣可悲!

炒作无聊!每位公民都要有道德底线" 特
此敬告" %

!!""

由华谊兄弟斥资*/"亿打造#冯
小刚导演#刘震云编剧的电影&一九
四二'"'日在北京举办$追问)一九四
二%发布会"导演冯小刚#作家刘震云
与出品人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出
席"三人共同宣布电影将破天荒发布
$支预告片"冯小刚导演表示!这五支
预告片缺一不可!因为&一九四二'

$不是一个单声道的! 而是一个环
绕立体声" 而这部电影就像是一面
镜子!我们的民族需要这面镜子" %

&一九四二' 首开华语影坛先
河!一次性发布五支预告片!出品
人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表示!此
举源自电影丰富的故事脉络!$从
五支预告片能感受到故事的脉络!

它是一个还原历史的电影!这五支
预告片将电影的调性和味道都能
传递出来" %冯小刚则表示!因为这
五支预告片缺一不可!$他们就像
是五根手指!少一根都不是一个巴
掌* 这部电影是从刘震云的小说
&温故一九四二'里面脱胎而来!它
不是一个单声道的!而是一个环绕
立体声" 这部电影有很多个轨道!

有很多的线索!这五支预告片反映
了影片多轨的丰富性" %刘震云也
表示($一次旱灾饿死了三百万人!

它肯定不只是因为旱灾!而是错综
复杂的" 五支预告片能够让大家看
见"0+*年!有多少支手插进了这次
旱灾!有多少河南人倒在了前往陕
西的逃荒路上* %

此次发布的五支预告片取名
$人性五问%!以$爹!啥叫逃荒呀+ %

$饿死灾民还是饿死士兵+ %$得普
利策奖还是成为日军俘虏+ %$这里
的一切!主知道么+ %$河南到底死
了多少人+ %五个犀利问句作为预
告片开头" 采用如此特殊的形式!

冯小刚导演表示这五个问句就像一
面镜子!$我们已经做了六次&一九
四二'的试片!很多年轻观众看完以
后很惊愕!也非常受震动!他们没法
想象仅仅1)年前中国人的生活是这
样猪狗不如的!我们的民族是从这
样的灾难里过来的" 对于&一九四
二'这部片子!,温故-这两个字非常
重要!它就像是一面镜子" 透过镜
子照见自己是一件很幸福的
事情!我们的民族经
常是找不着镜
子" 照着镜
子你起码

知丑! 我们通过这部电影给大家提
供一面镜子!让大家看到自己!可能
你看到的时候不舒服! 但比你糊里
糊涂地臭美要强" 我拍电影的过程
也是在向刘震云老师! 向历史学
习的过程!拍完这个电影我就
不会有这么盲目的民族自
豪感!我就知耻了* 我想
在这说的就是为什么
非要拍这部电影!拉
着王中军王中磊把*

亿多投进来!还要跟
好莱坞争夺观众!

但这个事儿非常值
得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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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由张柏芝与小沈阳主演的&河东狮吼*'

将与椰城影迷见面" 值得一提的是!赵本山
此次在影片中客串出演女主角黄月英.张柏
芝饰演/的父亲"

&河东狮吼*'以诸葛亮和黄月英的爱情
故事为蓝本" 张柏芝称!与&河东狮吼'中的
柳月娥不同!这次她演的角色最初对爱情完
全不信任!后来在小沈阳饰演的东方明亮感
化下逐渐进入爱的港湾"

$南国影探)快嘴影评%栏目将邀请影迷第
一时间免费抢看大片!影迷朋友请于今日02))

后拨打电话'',(1,.&就有机会获得海口奥斯
卡亚豪国际影城为您提供的免费&河东狮吼('

观影机会!成为影评团一员!名额有限!额满即
止"影评团观影后需写一篇&))字影评!优秀影
评将刊登在本报娱乐版$南国影探)快嘴影评%

栏目中" 好片齐上阵!欢乐暑期档!免费看电
影!尽在奥斯卡!奥斯卡亚豪国际影城携 $南
国影探)快嘴影评%栏目欢迎您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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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爱情公寓&'播出期
间!抄袭美剧&老爸老妈浪漫史'#

&34狂人'#&老友记' 经典桥段的
新闻一度闹的沸沸扬扬" &爱情是
从告白开始的'才播出几天!又传
出了很多桥段 $极度类似%&恶作
剧之吻'" 对此!男主角孙艺洲表
示($都说国产剧没有美剧好看!

当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差距!而
且需要明白这中间需要一个学习
的过程! 学习的最初阶段都是模
仿! 不能因为类似就否认我们的
付出! 目前的阶段只是向好看的
电视剧做出的一种学习和借鉴" %

作为&爱情公寓&'及&爱情从
告白开始的'两部剧中的男主角!

被粉丝拿来比较当然是绕不开的
话题!孙艺洲表示说!如果说非
要对比的话! 自己可能更像
欧皓辰多一点!因为生活
中的自己比较宅! 常常
喜欢一个人独处!不
太喜欢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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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克执导的 &狄仁杰前传'.暂定
名/ 作为狄仁杰帝国神探系列的第二
部已于日前开机!.$日片方公布了影
片的演员阵容00056789:;:;<# 冯绍
峰#赵又廷#林更新#金范组成最年轻
的$唐朝五人组%"该片由陈国富#徐克
再度联手"据悉!一直追求技术突破的
$徐老怪%将首次尝试水下=>拍摄" 该
片将于?).=年登陆大银幕"

&狄仁杰前传'的五位主演堪称
近几年来亚洲影坛最新鲜也最具活力
和人气的明星" 首度参演徐克导演的
影片!56789:;:;<把下半年所有的工
作计划统统推掉!观摩各类武侠电影!

还研究唐代女性的穿衣文化" 赵又廷
则被徐克天马行空的想像力所吸引!

$他不仅想法天马行空!散发出来的频
率跟气息也难以捕捉! 可能天才都这
样!我希望能跟他快点熟起来* %冯绍
峰则将徐克视为$灵感来源%!$,老爷-

连眼神里都透着范儿!器宇轩昂"我没
事儿都偷偷观察他!找找侠的感觉" %

林更新常被$老爷%提醒$走路不要背
手#不要像王爷% "出演过&花样男子'

等剧集的韩星金范谈及为何参演这部
戏时! 如粉丝般毫不掩饰地说($因为
徐克!做梦都想演他的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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