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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脚下露天办“家宴”
《少林寺》
“
秃鹰”
计春华去世

《邪不压正》
很燃很爽很姜文
本周五，姜文新作《邪不压正》将在
全国公映，前晚该片在北京古北水镇
的“长城剧场”举办的首映式被姜文称
之为“家宴”，主演彭于晏、廖凡、周韵、
许晴、泽田谦也、安地及幕后主创“全
家”登场，此外还有贾樟柯、王学圻、洪
主演彭于晏、许晴、廖凡出席首映式（从左至右）。
金宝、宁浩、张一白、马未都、黄渤、夏
雨、袁泉、辛芷蕾、崔永元、林依轮等诸 第一个电影开始，我都是把女人拍成神 象力，更是姜文才有的镜头语言，比如
关巧红和李天然在屋顶上萌发出的动
多亲朋前来赴宴。观影过后，《邪不压 的，这是我的理想。”
人爱情。
正》获得了“很燃”“ 很爽”“ 很姜文”的
评价。
姜文独有画风
各方评价很燃
《邪不压正》片长 137分钟，故事讲
坚持露天首映
影片结束后，观影的“亲友”和“家人”
述青年侠士李天然身上背负着血海深
“有一种
“三年前，编剧团队在这里完成电 仇，在美国秘密训练多年后回到北平， 纷纷陈述了观后感。张一白表示，
影剧本，写了一个月，当时大家就约定 各方势力相继登场，在古城掀起一番腥 电影只有姜文可以拍，希望大家带着简单
在这里首映。”姜文在首映前回忆了该 风血雨。身负大恨的李天然 (彭于晏 的心情来看这部很 high、很爽的电影。”
片与古北水镇的缘分，这里除了是剧本 饰)，野心勃勃的朱潜龙(廖凡饰)，身世 黄渤表示自己很羡慕参与的演员，“每隔
完成地，片中还有很多镜头也是在这里 莫测的关巧红(周韵饰)，风情万种的唐 几年就能看一部姜文的电影，就像过节。”
完成的。但位于司马台长城脚下的“长 凤仪(许晴饰)，亦正亦邪的蓝青峰(姜 宁浩则称这是一部“特别爽，特别姜文，非
城剧场”是露天剧场，放映要“看天而 文饰) 五个人串起一个快意恩仇的故 常是电影的电影”。周韵称电影“比我想象
定”，赶上雨季显然“很不靠谱”，团队均 事，织就一幅 1937年的北平画卷。片中 的还要好”，彭于晏称“我的表现别让大家
表示反对。“大家反对的事情你是要坚 的笑点充斥着姜文一贯的戏谑风格，比 丢脸就好”，廖凡称“看到最后莫名忧伤”，
持的。”但姜文称坚持的不是他，是周老 如蓝青峰为了二两醋而包了一顿饺子； 许晴称“那是一段难忘的快乐时光”。导演
板(周韵)。“我都害怕露天，结果她说就 残酷惨烈又荒诞的打斗戏是独属于姜 姜文则是替别人总结了一种观影感受，
这儿，把我也吓住了，把云都吓跑了。” 文的暴力美学，比如李天然和朱潜龙大 “内心五味七味都被吊出来了，你可能也
姜文借势继续赞美妻子周韵，“ 我的确 决战时给后者增添了一句蠢萌的台词； 不知道是哪个味儿”。
北京晨报记者 王琳
愿意仰视女人们，不只是这个电影，从 男女间的乱世罗曼史既浪漫又充满想
暌违四年再出现实主义新作

张艺谋《一秒钟》敦煌开机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琳）前天，张艺
谋执导的新片《一秒钟》在敦煌开机。《一
秒钟》是张艺谋与编剧邹静之继《千里走
单骑》与《归来》后的第三度联手，也是他暌
违四年又一部现实题材作品。该片以 70
年代中期为背景，讲述在西北某地主人公
张九声与流浪儿“小吉林”因一场电影放
映结下不解之缘的故事。张译将出演张九
声，
“小吉林”的扮演者仍在保密中。
《一秒钟》由邹静之与张艺谋联合担
任编剧，这也是张艺谋继《归来》之后的
又一部现实题材作品。张艺谋在开机仪
式上回忆称，《英雄》和《长城》都曾在敦

煌取景拍摄。这一次他再次将镜头对准
敦煌的漫漫黄沙，重温那个胶片时代的
光影流转。
演员张译在片中扮演张九声，目前
已经进组开始拍摄，张译为此特别发布
微博，讲述了他和张艺谋的“缘分”，
“1988年，我 10岁。有印象的第一次看
电影，就是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当时
还偷偷溜去了电影银幕的后面摸银幕，
想进入那个光影的世界。谁能想到 30年
后，会接到导演的邀请，特别幸福，感谢
张艺谋导演。今天开始，我叫张九声，请
多多关照！”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琳）昨天上午，
武术影视演员计春华在杭州因病去世，
享年 57岁。计春华因出演张鑫炎执导电
影《少林寺》中的反派“秃鹰”而被观众熟
知，后与李连杰、赵文卓、于承惠等功夫
明星合作过多部作品，角色几乎全是让
人过目不忘的“恶人”。
计春华去世的消息传开后，六小龄
童、张智尧、乔振宇等人在微博发文悼
念。六小龄童称自己曾和计春华在电视
剧《连城诀》《新燕子李三》中两度合作，
“他的病逝是中国武术、武打片的一大损
失，他塑造的一系列反派形象给观众留
下了深刻印象，我们曾两度合作，过年过
节时都会互致问候，一直希望能有机会
再次合作，这已成为永久的遗憾。”
计春华 1961年 7月 20日出生于
浙江杭州，8岁开始习武，1982年出演
张鑫炎执导电影《少林寺》中秃鹰一角
被观众所熟识。后又陆续出演《少林小
子》《黄河大侠》《红高粱》《新少林五祖》
《方世玉续集》《七剑下天山》等影视作
品，几乎全是反派。计春华曾表示，自己
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武术运动员，成为
演员纯属阴差阳错。资料显示，计春华
最后出演的一部影视作品是根据月关
同名作品改编的古装剧《夜天子》，他在
片中饰演蛊神教四长老。该剧目前上映
时间尚未最终确定。

北京老酒收藏
高价收购茅台酒
各种新老年份茅台、五粮液。
收购品类：

2000年之前郎酒、董酒、泸州老窖、剑南春、
汾酒、西凤、古井贡、洋酒及全国各地名优陈
年老酒。同时还可交流冬虫夏草、老阿胶。
本公司为了方便市民也可安排专业人员上门收购！

年份

活动时间：7月 12日至 7月 22日 (活动期间可报销往返车费)
本公司秉承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可免费鉴定，节假日不休息

咨询电话：1326975702715600500375

2013年
2012年
2011年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北京皖恒实信商贸有限公司茅台收购参考价格表
价格 年份 价格 年份 价格 年份

1750元 / 瓶
1800元 / 瓶
2300元 / 瓶
2400元 / 瓶
2500元 / 瓶
2600元 / 瓶
2900元 / 瓶

2006年
2005年
2004年
2003年
2002年
2001年
2000年

3100元 / 瓶
3500元 / 瓶
3700元 / 瓶
4200元 / 瓶
4500元 / 瓶
4700元 / 瓶
5700元 / 瓶

价格

1999年 5900元 / 瓶 1992年 13000元 / 瓶
1998年 6000元 / 瓶 1991年 13500元 / 瓶
1997年 6500元 / 瓶 1990年 14000元 / 瓶
1996年 9000元 / 瓶 1989年 14500元 / 瓶
1995年 12000元 / 瓶 1988年 15500元 / 瓶
1994年 12200元 / 瓶 1987年 16000元 / 瓶
1993年 12700元 / 瓶 1986年 18000元 / 瓶

价格
年份
价格
地址 1： 朝阳区安贞西里三区 26号浙江大厦 2023 地址 2：丰台区南三环西路四号万方苑国际酒店 1985年年份
1969年
1965年
22万元一
50万元 / 瓶
1980年
18600元
25000元
/
瓶
房［北三环中路安贞桥西］ 乘车路线：328、302、671、 2110房 乘车路线 497，678，679，820，828， 1979年 -1975年 3.5万元一 7.5万 / 瓶 1964年 -1953年 52万元一 450万元
/瓶
300快(外)、848、特 8(外)、300(外)、361、601、607、 839，848，849，943，973，300外，300外快， 1974年
以上价格为高度全品相、不跑酒
-1970年 8万元一 20万元 / 瓶
847、运通 101、运通 104、运通 201路安贞桥西下车即到 366快，特 8外到洋桥西下车往西 200米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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