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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录制心灵独白音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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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氏狐臭净
呼和浩特：13347125981可夫药店（内蒙古医院对面）蓝
天药店（附院对面）福瑞药店（附院对面）惠丰中联店 铁路店 地王药
店（天元对面）万民微姿店 东领大药房 今古药店（战备路南口）

何氏狐臭净央视广告CCTV-7每周一至周日20:32左右播出，敬请关注！

选择何氏 一身清爽

包头、东胜：15024700444临河、乌海：13088498462

驻呼干休所劳务派遣服务项目招标公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政治工作局拟采用竞争

性谈判的方式择优选定“驻呼干休所劳务派遣服务项目”的
承包单位，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投标人前来报名参加。资格
要求详见内蒙古军区招标网（http://www.nmgjqzbw.com）
上发布的招标公告。

注：投标人应同时向梁国欣和吴超报名方为有效。
联系人：梁国欣 吴 超
电 话：15034776918 0471-6580703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政治工作局
2018年7月27日

从2000年至2015年，央
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曾陆
续发表过《痛并快乐着》《幸
福了吗？》《白说》3部作品。
由长江新世纪出版的该系
列图书，问世以来已累计销
售逾500万册。近日，即将步
入知天命之年的白岩松推
出 自 创 图 书 系 列 品 牌

“From Bai”。该品牌的第一
个大动作就是将这3本老书
进行了全新扩容。白岩松为
此特别录制了长达270分钟
的心灵独白音视频，以二维
码形式独立附加于每一章
节。这些音视频并非对书中
内容的重复，而是作者回首
当年写这些文字时的所思

所想，意在使图书能够具有
时代纵深感，真正成为传播
作者思想感悟的媒介。

7月24日晚，在北京77
剧场，白岩松作了“光阴的
故事：岁月既慢且长，白说
你听”的主题演讲，以图书
为轴、以年龄为标，与现场
200位读者一起回顾了自己
20年来的成败得失和不断
收获的心灵成长。

即便当下社交媒体高
度繁荣，白岩松却一直坚持
不开微博、不用微信，以节
制话语权，保持独立思考的
空间。不过，日前他一改往
日严肃，玩起了时下最流行
的抖音。此次将自己的书与

新媒体融合，则是他的又一
次突破之举。在前晚的演讲
中，白岩松讲出这一系列

“颠覆形象”举动背后的原
因：“人到50岁，重要的是仍
能对世界保有好奇。”

迄今距离首版《痛并快
乐着》问世已整整18年，当
时32岁的白岩松曾在该书
中详细记述了他在《中国广
播报》工作时的经历。那是
他第一家工作单位，对他而
言是一段宝贵而难忘的记
忆。现在《中国广播报》已不
复存在，这让白岩松在感慨
万分之余也开始审视媒体
这些年来发生的变革。“我
决定参与新媒体活动并非
否定传统媒体，而是认为传
统媒体要和新媒体结合，才
能够焕发出新的生机。”因
此在新版《痛并快乐着》中，
白岩松用音视频的形式将
自己的所思所感融入书中。

在实现一次“跨越时空的自
我对话”之外，也希望读者
能从中读出“一个人的精神
成长，一本书的内涵增值”。

新版的《幸福了吗？》和
《白说》也莫不如是。在2010
年出版的《幸福了吗？》中，
白岩松谈到非典、“9·11”、
北京申奥成功等诸多事件。
新版《幸福了吗？》中，他通
过书中每一章节独立附加
的音视频，如实呈现了他在
这8年中的思考。《白说》则
收入了他新创作的5000字
序言《做一个可爱的老头》，
分享了作者关于生命和幸
福的最新感悟。

白岩松表示，此次在图

书上大刀阔斧的改革，意在
以个人努力来为出版界提
供一些借鉴，倡导大家今后
可以越来越多地善用“立体
出版”思维。“比如一本经典
著作，可以借由二维码，在
不增加篇幅的情况下同时
加入多位研究者的多角度
点评，使读者获得更丰富的
见解。新媒体的优点是不占
用版面空间，可容纳多种信
息，与纸媒结合后又能吸纳
后者易收藏、内容具条理性
的优点。新媒体与传统媒体
的碰撞，将会最大限度拓展
纸媒的内容维度，使图书出
版走向文字+视频+音频的3.0
时代。” （据《北京青年报》）

《北京青年报》消息 暌
违六年，陈坤、周迅在徐浩
峰的武林世界中再度合
体，浪子变“狂野”，精灵染

“风尘”。由徐浩峰执导，
陈坤、周迅、宋佳、耿乐、
黄觉主演的武侠动作电
影《诗眼倦天涯》7月24日
曝光。《诗眼倦天涯》片名
源自元代散曲作家张可
久作品《人月圆·山中书
事》，讲述了以比武为生
的刀客们被卷入武林与
朝堂纷争的故事。“兴亡
千古繁华梦，诗眼倦天
涯”，这种“看穿浮华，心
留念想”的表达正是徐浩
峰的作品风格。从《倭寇
的踪迹》《箭士柳白猿》到
《师父》，再到今年将上映
的《刀背藏身》，徐浩峰一

再展示了自己对武侠电
影与众不同的口味。

曝光的剧照，陈坤不
再是翩翩佳公子，“夜摩
天”一身蓑衣满脸胡须，
狂野而凶悍；周迅也不复
以往精灵脱俗的气质，质
朴的道姑造型配合带血

的弯刀，让这个人物多了
些许江湖风尘气息。据
悉，陈坤和周迅在看完
《诗眼倦天涯》的剧本初
稿立即决定要出演，陈坤
更是在开机前40天就早
早开始武术训练。

（肖 扬）

《北京青年报》消息 由
曾国祥导演、许月珍监制的
电影《少年的你》日前宣布
由周冬雨和易烊千玺担当
主演。在导演曾国祥看来，
周冬雨和易烊千玺，是他心
目中这部电影主角的最佳
人选。

在2016年金马奖上，
《七月与安生》以黑马姿态
一举揽下6项提名，还成就
了金马奖史上首次“双影
后”。《七月与安生》是将现实
生活写照融入青春片的一
次成功尝试，真实感与复杂
性使其在国产青春片中显
得与众不同，更是被观众评
价为年度青春片最大惊喜。

提到《七月与安生》的
成功，就不得不说曾国祥和
许月珍这两位金马团队的
核心人物。《七月与安生》是
导演曾国祥的长片电影处
女作，许月珍则是与著名导
演陈可辛长久合作的金牌
搭档。

从《七月与安生》开始，
曾国祥就尝试将自己对于
现实的关照，对当下年轻人
生活情感的理解融入到青
春片的类型中，展现出青春
片中少有的现实感和复杂
性。这种创作理解在新作
《少年的你》中将会得到延

续。监制许月珍也表示，与
《七月与安生》相比，这次的
故事里的情感更加浓烈，扩
大了故事的外延，普及到了
每个人在少年时的遭遇，加
强了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探
讨，会是一部更好看、更能
引起观众共鸣的青春片。

曾国祥表示，团队继
《七月与安生》之后为新电
影《少年的你》筹备两年已
久，有了前作IP改编的成功
经验，《少年的你》准备工作
更加充分。“青春决定了一
个人的底色和一个人的未
来，每个人的青春加起来就
是整个社会的未来”。监制
许月珍称这次团队将尝试
通过《少年的你》讲述一对
少年如何守护彼此成为想
成为的成年人，这将给青春
片赋予新的内涵和养分。

《七月与安生》的合作，
让曾国祥对周冬雨赞赏有
加，他认为周冬雨身上“少
年气与少女感兼具”，而新
电影女主角“虽然外表柔
弱，但内心是有一股狠劲
的，跟周冬雨很像”，这让她
成为了新电影女主角的不
二人选。

对于男主角，曾国祥表
示，去年见易烊千玺还是乖
小孩模样，今年再见面惊叹
易烊千玺“好像一下子长大
了、成熟了，眼神里有了很多
内容，有对世界的同情和痛
感”，这种飞速生长的少年力
是他想要通过电影传达的。
监制许月珍也认为，易烊千
玺身上“有一种兼具沉稳和
热血的气质”，他的这种少
年感非常难得，也与这部
电影非常相符。（肖 扬）

■《李茶的姑妈》定档

国庆档

开心麻花电影再战国
庆档，《李茶的姑妈》宣布
将于9月30日上映。日前影
片曝光首款预告片。虽然
只有短短几十秒，但每一
秒都让人想笑。黄才伦、艾
伦、宋阳三位开心麻花功
勋演员，这次在马来西亚
合伙扮“假姑妈”，馊主意
井喷。“真姑妈”卢靖姗则
以“全球女首富”的姿态自
信登场，气场十足。在连续
三部电影大获口碑和票房
的成功后，开心麻花成为
喜剧电影中让观众信赖的
品牌。（据《北京青年报》）

■电影《梅艳芳》开拍

日前安乐电影官微宣
布，电影《梅艳芳》目前正
在拍摄中。影片由《寒战》
导演梁乐民执导，演绎梅
艳芳的传奇一生，但并未
官宣演员人选。有香港消
息称，梅艳芳将由香港女
模王丹妮出演，梅艳芳母
亲担任影片顾问。有报道
说，影片预计2019年全国
公映。

据悉，电影《梅艳芳》
讲述梅艳芳的成长故事，
梅艳芳早年丧父，在母亲
的安排下，年仅4岁半就到
歌舞厅卖唱养家，19岁参
加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胜

出，正式加入娱乐圈，靠自
己努力成为乐坛巨星。
1990年梅艳芳在香港连开
三十场个人演唱会，也因
此获得“梅三十”称号。在
电影方面，梅艳芳陆续出
演了《胭脂扣》《奇迹》《川
岛芳子》《审死官》《爱君如
梦》《钟无艳》等影片，反响
颇大。2003年12月30日梅
艳芳因患癌症逝世，年仅
40岁。

据了解，电影《梅艳
芳》中还会出现梅姐的歌
星朋友人物角色，包括张
国荣、谭咏麟、张学友、刘
德华、郭富城、黎明等，电
影将主要在香港取景。

（据《北京青年报》）

周冬雨易烊千玺全新组合《少年的你》陈坤周迅6年后《诗眼倦天涯》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