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北影艺考启幕

表演系取消三试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世豪）

昨天，成都

商报记者从北京电影学院相关部门获悉：

北京电影学院2014年艺术类招生考试于昨

日正式开始。 今年北电10个艺术类本科专

业共计划招生513名，与去年持平。网报总

数近1.9万人，比去年增加2000余人。在各

招考专业中，表演依旧为热门专业，报考人

数比去年增加10%。与往年不同的是，北影

表演系招生今年取消了三试， 仅保留初试

及复试。北影相关负责人介绍，虽然仅剩两

试，但考试内容并未削减。此外，其他专业

在考试内容上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在王铮亮眼中， 这首歌的歌词写得特

别生活化， 第一次看到歌词时就马上知道

它要表达的内容：短短一首歌，承载了儿时

的童年时光，结婚后家庭的压力，最后到老

年岁月。觉得非常揪心，提醒自己，一定要

珍惜身边的时间。小亮感慨道，因为有那种

不能承受生命之重的感觉， 所以录歌的时

候非常感动。

小亮演唱《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感觉

就是不平凡的简单：“没有华丽的词语，就

像很简单的生活， 而往往简单的东西都会

很快流逝， 简单到你不会去注意它、 关心

它，所以这首歌就像是提醒一样，提醒大家

给父母打个电话， 或者用自己的方式关心

一下父母。”

而作为这首歌的词曲作者， 董冬冬和

陈曦夫妇，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

时写这首歌时， 就想写出一首情感上类似

《常回家看看》 的歌曲。“《时间都去哪儿

了》的歌词是我在为母亲过完60岁生日后，

看到母亲‘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

满脸的皱纹了’，这种对时间不知不觉流逝

的感触，让我一气呵成写出了歌词。”而在

陈曦作好词后， 董冬冬第一时间进行了谱

曲，“我和妻子一块创作过70多首歌， 我们

之间建立了充分的默契， 她的歌词内容感

人，而且韵脚也流畅，我很快就谱出曲来。”

对此，王铮亮也告诉记者，自己和宋丹

丹关系特别好， 平时有时间都会到宋丹丹

家聚会，喝喝红酒、聊聊天。很多时候，王铮

亮都会在现场弹钢琴， 演唱一些好听的歌

曲。当时冯导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就被感

动哭了。“那次我刚好弹唱的曲目是《时间

去哪儿了》。 他觉得歌词写得既残酷又真

实，警示大众时间过得很快，应该多关注身

边的亲人。”

由好莱坞不老男神乔治·克鲁尼自编

自导自演，云集马特·达蒙，比尔·莫瑞、让·

杜雅尔丹等大牌的《大寻宝家》昨日亮相

柏林电影节，豪华阵容成为关注焦点，一群

型男在红毯上肆意表演， 大玩 “人体火

车”，留下柏林最亮一幕。不过电影放映过

程中，还发生了起意外的小事故，不知道是

否是太兴奋还是工作太忙碌的原因， 一位

电影记者突发心脏病倒地， 致使放映被迫

中止。截至发稿，该记者已被送往当地医院

治疗，仍在住院观察中。

（陈玲莉 综合）

国家主席习近平7日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

视台专访，谈到了春晚热门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

习主席说：谈到爱好，我个人爱好阅读、看电影、旅游、

散步。你知道，承担我这样的工作，基本上没有自己的

时间。今年春节期间，中国有一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

了》。对我来说，问题在于我个人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当

然是都被工作占去了。现在，我经常能做到的是读书，

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

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比如，

我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克雷洛夫、普希金、

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

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

他们书中许多精彩章节和情节我都记得很清楚。

说到体育活动，我喜欢游泳、爬山等运动，游泳我四

五岁就学会了。我还喜欢足球、排球、篮球、网球、武术

等运动。冰雪项目中，我爱看冰球、速滑、花样滑冰、雪

地技巧。特别是冰球，这项运动不仅需要个人力量和技

巧，也需要团队配合和协作，是很好的运动。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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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时间都被工作占去了

我也要多花时间去写歌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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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氏春晚已经谢幕，但关于“春晚”的

话题，还未结束。近日，春晚又被《咬文嚼

字》“盯”上了，最新发布的春晚文字差错

报告显示， 张国立误读成语， 将 “血脉偾

张”的“偾”读错。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专访

《咬文嚼字》执行主编黄安靖，他揭秘了如

何“咬”春晚，以及“咬”春晚这些年背后

的故事。

曾现场为春晚把关

字幕组“副”“幅”不分

“对于春晚，不仅仅是我们编辑部在咬，

背后还有一个庞大的群体在支撑， 就是观

众，他们把意见通过邮件投稿或打电话告诉

我们，我们在初一当天，专门组织专家看春

晚，对读者的问题进行核对，并论证出最后

的结果。”昨日，《咬文嚼字》执行主编黄安

靖告诉记者，央视“春晚”一直是《咬文嚼

字》重点关注对象。

2007年，《咬文嚼字》 编辑部受邀到春

晚直播现场把关。黄安靖称，自己也作为被

邀的专家之一去了现场。当时，他们还认真

研究过“春晚”字幕的制作程序，发现这个

体系存在问题，“当年是前方在播放，后方半

个小时出一个带子，就开始根据带子制作字

幕，当年八台电脑同时在制作字幕，但我们

发现这八台电脑的操作人员全部是搞技术

的工作人员，都是电脑专业，有些连一副对

联是‘副’还是‘幅’都搞不清楚。并且没有

人把关，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大漏洞，回去后

代表编辑部给台长写了一封信。”

咬了春晚好几年

冯氏春晚堪称差错最少

《咬文嚼字》编辑部在信中给央视提出

了提高“春晚”文字质量的具体四条建议。

当时，央视导演组十分诚恳地接受了意

见，内部工作人员告诉黄安靖，在收到建议

信后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每一年配备语言文

字专家，将原来的流程改掉，之后每一年配

备专门的文字组。“《咬文嚼字》就没再去过

现场，央视春晚的文字水平逐年提高。总的

来说，《咬文嚼字》咬的这些年，这次的冯氏

春晚是差错最少的一年。”

黄安靖认为， 冯氏春晚在文字使用上，

态度严谨，十分用心。不过，也并非无懈可

击，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这次春晚的

第一个差错，首先是读者看到的，最早的意

见是大年三十晚上，春晚开播后半个小时不

到，《咬文嚼字》 的电子信箱就收到了第一

个被咬的问题，称《“春晚”是什么》短片把

公历年和农历年弄混了。

春节前夕的1月28日，苏轼《功甫帖》

真伪之争再起波澜。 上海知名藏家颜明在

新浪微博上爆料，披露了《功甫帖》购入前

买家刘益谦与之商讨的细节， 并指购入

《功甫帖》 的收藏家刘益谦 “没有说实

话”。颜明称早在刘益谦购买该帖前，曾转

告刘益谦上博和故宫专家一致看伪的意

见，但刘益谦坚持拍下此帖。同时，颜明还

在文中向上博的专家表达了敬意。 针对这

个爆料， 成都商报记者昨天分别联系颜明

和刘益谦方面， 颜明表示目前暂时不接受

采访。截至昨晚记者发稿，刘益谦方面暂没

有对此作出回应。

颜明在这封长约3000余字的《致藏家

刘益谦的公开信》中表示，《功甫帖》的真

伪以及利益本来都与他无关， 他只是尽了

朋友之谊，私底下说了一句真话。却不料，

被卷入了这场公开的是非争端中来。 颜明

回忆，在去年8月时，刘益谦曾咨询过颜明，

询问其对待拍品《功甫帖》的态度。当时，

颜明认为目鉴并不过关， 在征得刘益谦同

意后求教了上博和故宫的专家意见， 得到

的回复趋同，并认为作伪水平不高。颜明将

看假的意见通过电话和短信转告刘， 并劝

刘去联系博物馆专家们，“当时刘益谦选择

性‘耳聋’，坚持将此帖拍下，现在居然通

过媒体指责上博专家没有预先提醒，‘对这

个东西都听不到杂音’。 后来又针对我，认

为我不但看‘假’，还在背后坏他的好事。”

在公开信的第三部分“苏富比和刘益

谦的关系”中，颜明透露现任苏富比拍卖

行中国书画部负责人的张荣德， 曾任上海

朵云轩拍卖公司总经理，2005年与刘益谦

合资创办上海明道拍卖公司并担任总经

理，2013年履新苏富比，拍卖《功甫帖》是

其到苏富比后首次主持书画业务。

（谢礼恒 综合）

北京时间2月9日，林超贤执导的另类警

匪片《魔警》亮相第64届柏林电影节全景单

元，导演林超贤携主创吴彦祖、张家辉等亮

相，出品人杨受成也特意驾着自己的私人飞

机前来扎场。片中饰演“魔警”的吴彦祖和

媒体记者们分享自己的拍摄故事，谈及此次

挑战的“精神分裂者”时，吴彦祖透露，拍戏

时太太丽莎刚好怀孕，但自己却因为沉浸在

角色孤僻的性格当中，在太太怀孕初期连安

慰的话都没讲几句，十分愧疚。

《魔警》故事根据香港地区多年前的真

人真事改编， 由吴彦祖饰演的故事主角徐

步高十分尽职，却又内心孤僻，患有精神分

裂症，最终在高压下犯下杀警案。吴彦祖自

称比起轻松的爱情喜剧， 自己更愿意挑战

这种“黑暗角色”，“我十几岁看了库布里

克的《发条橙》，就一直很喜欢黑暗电影，

很多人找我拍浪漫喜剧的， 我不喜欢去

拍。”一旁的“魔鬼演员”张家辉立马吐

槽，“我想去啊，起码不用那么累嘛！”

本届柏林电影节共有三部华语片入围

主竞赛单元，今日，娄烨导演，郭晓冬、梅

婷、秦昊、黄轩、黄璐等主演的《推拿》将最

先亮相。女主角梅婷原定昨日出发，却因为

签证问题将要缺席柏林。

成都商报记者 陈玲莉

傅琰东将上

央视马年元宵晚会

昨日， 曾参加央视春

晚的魔术师傅琰东在微博

上表示， 自己将参加央视

马年元宵晚会， 成都商报

记者向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核实了这条消息， 他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 目前傅琰

东正在为元宵晚会积极排

练着， 这次元宵晚会仍由

马年春晚导演组导演。傅

琰东微博里表示，“终于可

以过自己这一关了……央

视元宵晚会， 傅琰东与您

不见不散！”

（曾灵 综合）

成都商报记者专访《咬文嚼字》执行主编，揭秘如何“咬”春晚

冯氏年夜饭第一个错被观众“咬”到

过年这些天，《咬文嚼字》 编辑部的电

子邮箱收到成千上万个“咬”的意见，黄安

靖称有些经过专家论证并非错误，有些确实

是错误，他准备举出三个差错。

一、字词问题：

在合唱《光荣与梦想》结束后，张国立

显然有些激动， 深情地说：“这雄壮的歌声，

真是听得让人血脉pēn张啊！”此处未出现

字幕， 有人认为应该写成 “血脉贲张”，不

对， 正确的写法是 “血脉偾张”。 无论是

“贲”还是“偾”，张国立读pēn都是错的。

黄安靖解释：“偾” 读fèn， 意思是

“奋”“起”；张，即扩张。“血脉偾张”是个

成语，本义是血液流动突然加快，以致血管

膨胀，青筋鼓起。

二、搭配错误：

开场歌曲《想你的365天》里有一句歌

词：“当看过这世界的每片沧海桑田，最美的

还是家的屋檐。” “‘沧海桑田’能用‘每

片’修饰吗？不能！”他解释：“沧海桑田”是

个成语，出自东晋葛洪《神仙传》：“已见东

海三为桑田。”意思是，已经看到东海三次变

成桑田了。后世以“沧海桑田”比喻世事变

化巨大。可见“沧海桑田”的字面意思是“沧

海变成了桑田”，而非“沧海与桑田”！上述

歌词用“每片”修饰“沧海桑田”，显然把它

理解成了后者，属典型的望文生义。

三、常识问题：

今年“春晚”的前面有个短片《“春晚”

是什么》， 片中各界人士围绕这个话题各抒

己见， 最后屏幕文字显示：“春晚是想你的

365天”。民间确实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的说法，但这个“年”是公历年，与“春晚”

没有关系。“除夕”“春晚”是农历年的特定

日期。农历是中国传统历法，至今已有数千

年历史。农历分平年和闰年。平年十二个月；

闰年多一个月，共十三个月。月分为大月和

小月， 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平年全

年354~355天，闰年全年383~384天。无论何

时，“春晚”与“春晚”之间，都不可能是

“365天”！今年是马年，有个闰九月，到明年

羊年的春晚是384天。《“春晚” 是什么》短

片显然把公历年和农历年弄混了。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冯氏春晚差错

张国立念错成语 公历年和农历年没分清

门前老树长新芽

院里枯木又开花

半生存了好多话

藏进了满头白发

记忆中的小脚丫

肉嘟嘟的小嘴巴

一生把爱交给他

只为那一声爸妈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生儿养女 一辈子

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

柴米油盐 半辈子

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记忆中的小脚丫

肉嘟嘟的小嘴巴

一生把爱交给他

只为那一声爸妈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生儿养女 一辈子

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

柴米油盐 半辈子

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作词：陈曦 作曲：董冬冬

演唱：王铮亮

苏轼《功甫帖》真伪之争追踪

藏家颜明披露交易“内幕”

聚焦第64届柏林电影节

“魔警”吴彦祖亮相柏林

克鲁尼将“火车”开到柏林红毯

王铮亮《时间》

唱哭春晚现场观众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昨晚在央视《面对面》节目中，大萌子和萌爸分别接

受采访，讲述了30张“照片背后的家”。就像央视主持人

董倩在节目中所说，“他们的生活远远不止30张照片的

部分，但家庭的爱，不是纯粹的情感，还混合责任感、互相

的关爱、尊重等等复杂的成分。”

30年里，大萌子生命中和“上大学”“结婚”“姥姥

姥爷去世”同等重要的大事就是父母工作的波折，大萌

子从父母的聊天就能听得出来， 父母却从来都跟她说，

“没关系，都挺好的，写作业去。”对此，萌爸解释，“我们

不能给她负面。”萌爸说，他自己1、2岁父母离婚，父亲是

进城首先就变质了的那种， 他的母亲一直到孩子彻底成

年才再嫁，“单亲家庭的凄凉我非常明白， 十一放花，我

那时小学5、6岁，看着窗外，非常难过，就想我要是有了家

拼死也不能让家散架。”但工作实在找不好，一商量，岳

父母岁数也大了，大萌子也要考大学，萌爸就干脆在家辅

导孩子，回归家庭，照顾老人，当上了家庭煮夫。

对于这种男人雄心壮志的折断， 一开始萌爸也不敢

见人，慢慢地才意识到该“调整你的脾气，要降格，以前两

个人平等，因为我不挣钱了，谁的心都不会平等，必须让

脾气变一变，把家管好，不能放肆地说又虚又大的言论。”

但他同时也表示， 妻子从来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要是

另一种人，两句讽刺的话，我就受不了了，但她没有。”

大萌子对这些年父亲的所作所为也表示，“他是非

常非常好的父亲，他是我的骄傲，1千1万个人不一定出这

样一个人。”

大萌子说，妈妈开朗豁达，喜欢出外旅行，照片都是萌

妈整理和收藏。当被问到家是什么的时候，怀孕的大萌子

说，“家就是大家的心在这。” 大萌子摸着心脏的位置。对

于什么是爱，大萌子说，“家庭的爱，不是纯粹的情感，而

是混合责任感、互相的关爱、尊重的复杂成分，每个人都有

责任维护家庭的温暖，十年如一日去做，而我们很自然做

了，我们就是这么一种幸福的状态啊。”

（曾灵 整理）

《时间都去哪儿了》演唱者王铮亮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

十年如一日地维护家庭温暖

我们就是这么一种幸福的状态

荨

荩

昨天再次谈到《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王铮亮向成都商报记者表示：“这首歌写

得太好了，承载了太多东西，我们应该继续把当中描述的亲情蔓延下去。”所以，今年参加

了春晚回成都过年，去长辈亲戚家串门，家家都让王铮亮清唱《时间都去哪儿了》，“我都

不记得唱了多少遍。”

解读歌词：

就像简单的生活，提醒大家关心父母

一首老歌的再度蹿红， 小亮直言是缘

分。“2010年的歌，先是收录到冯导的电影

《私人订制》中做插曲，然后又在冯导执导

的春晚上演出。 其实电影和春晚是两回

事，但两者的无缝衔接，让这首歌焕发第

二春，还有了新的使命感。”而对于春晚上

的点赞无数，小亮非常谦虚，表示不仅仅

是自己的演唱，还有大萌子的照片、背景

音乐、董冬冬陈曦以及春晚导演组每个人

的努力。“大家的共同努力成就了这首歌，

表达出它有的使命感和思想，这样才能打

动大家。”

王铮亮再次强调， 能够登上央视春晚

的舞台开心不已，内心无比激动，同时非常

感谢冯小刚导演与央视春晚导演组给予自

己的肯定，并坦言自己非常幸运，终于在春

晚舞台唱出了这首歌，“《时间都去哪儿

了》是一种情怀，是一种淡淡的忧伤，是一

种温暖今生的记忆， 鼓励大家敬最爱的父

母一杯。 ”

春节假期最后一天，央视《新闻联播》

结束后，放出罕见的“彩蛋”，成为史上最

温情结尾：以《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曲

为主题音乐， 晒出了从网络征集的百姓全

家福。“全家福的活动进行得热火朝天，目

前公司已经收到上千张照片。 届时会做成

一本画册，通过这首歌，将充满亲情的全家

福呈现给大家。”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努力与幸运：

春晚让歌曲焕发第二春，有了新的使命感

大庙会鉴宝受追捧

在武侯祠举办的 “2014成都大庙会”

热力不减， 各种活动精彩纷呈， 大庙会书

市、 专家鉴宝等各种文化活动更是引得市

民热情参与。昨日，记者了解到，从初八到

初十， 连续三天在武侯祠香叶轩举办的

“专家鉴宝”活动，可谓热闹非常。川内权

威考古及文物鉴定专家， 为观众带来的

“宝贝” 现场听诊， 并与大家分享收藏知

识。短短三天近400件“宝贝”现身鉴宝现

场，参与市民纷纷表示受益匪浅。（曾灵）

在大萌子的眼中，陪伴自己长大的爸爸非常了不起

王铮亮央视马年春晚

上演唱的《时间都去哪儿

了》可以说是马年春晚最

感人的节目之一， 王铮亮

在台上悠扬地弹奏钢琴，

“时间都去哪了， 还没好

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现

场许多观众都潸然泪下。

冯小刚都表示， 听了这首

歌， 会不自觉地拿起手机

给父母打个电话， 会更加

珍惜和父母在一起的机

会。 张国立在听了首歌后

也表示：“想起了父母，也

想到 了 自 己 两 鬓 的 白

发。”

《时间都去哪儿了》

虽然在今年春晚上爆红，

其实它是一首 “老歌”，

早在2010年便是宋丹丹主

演的电视剧《老牛家的战

争》主题曲。为何这首“老

歌”焕发又一春？歌的作

曲董冬冬透露，其实《时

间都去哪儿了》并不是一

首容易火的歌曲， 只是它

被放在了合适的舞台上演

绎。“当下乐坛， 歌颂爱

情、青春，或者一些电音歌

曲容易走红。 只有在特殊

的场合或者节假日， 歌颂

亲情的歌曲才会映入人们

眼帘。” 董冬冬称，《时间

都去哪儿了》 幸运在，它

先是以《老牛家的战争》

主题曲的身份被观众熟

悉；之后又成为电影《私

人订制》的插曲而备受瞩

目；此外，央视春晚，正是

全国人民思乡、 亲情最浓

的时刻， 王铮亮在这个大

舞台演唱了这首歌， 他演

唱时的舞台背景还配合展

示了网络名人大萌子的30

年父女合影， 一下子触动

了数亿人的心。“可以说，

正因为‘三把火’， 才让

《时间都去哪儿了》 彻底

大热。”

据《沈阳日报》

《时间都去哪儿了》

老歌唱出新味道

昨晚央视《面对面》采访了大萌子和萌爸，揭秘

了30张“照片背后的家”

大萌子如今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