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坤、黄渤、舒淇、Angelababy、夏雨
领衔主演的奇幻冒险钜制《鬼吹灯之寻
龙诀》，12 月 9 日推出 Angelababy 特辑。
同时电影还曝光 baby 一套华丽造型剧
照，妖冶魅惑的妆容、金光闪闪的华服，
怎么看都不像“大粽子”，与清纯甜美的
草原形象丁思甜形成巨大反差。

Baby 自曝在陈坤、
黄渤面前“没形象”，拍
戏既学手风琴又“跳电
梯”

在电影《寻龙诀》中，An-
gelababy 饰演胡八一、王凯旋的
初恋丁思甜。为了还原历史，
服装组特意寻找了真正上山下
乡 时 期 的 照 片 来 对 照 制 作 服
装，力求塑造真实的细节。而
baby 的造型果然不负众望，由内
而外散发出清纯的气息，让人
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

第一次和陈坤、黄渤合作，
baby 透露刚刚入组时还有些忐
忑，但随后就发现这两位帅哥
前辈非常好相处，很快就融入
其中，没事儿就开玩笑互相调
侃对方，完全开启了“跑男疯”
模式，笑称“跟他们相处的那段
时光特别开心，什么都不用多

想。估计在他们心中我也完全没形象，
第一次见面可能都没认出我，灰头土脸
的一定觉得我是哪里来的村姑。”

此次 baby 的拍摄任务并不轻松，既
要能歌善舞弹得了手风琴，又要威亚上
身不停“跳电梯”。对于反复拍摄这么
危险辛苦的场景，她自己则觉得很好玩
很有趣，辛苦二字只字未提。为了一个

3 秒钟左右的弹手风琴镜头，她甚至花
了 30 天去学如何弹奏这种完全陌生的
乐器，“虽然最后并没有拍到手，但是我
还是把弹法都背下来了。这首歌特别
有那个年代的气息，很有力量，让我能
够跟那个时代接触，提前感受丁思甜这
个角色。”这样放得开又吃得了苦的姑
娘，让陈坤也不禁大赞“真实、清新、敬
业”。

Baby披金挂银赞剧组“太
有钱”，造型华丽竟被“嫌弃”
像妖怪

除了清纯可人的草原少女，Angela-

baby 在《鬼吹灯之寻龙诀》中竟还有第
二套神秘造型。其实早在“起范儿”版
预告片中，baby 于古墓中缓缓睁开双眼
的一刹那就已震撼了不少网友，此次同
时曝光的剧照将这套华服造型集中呈
现，让我们看到了更多宝贵细节。只见
baby 以“女主人”姿态傲然环视仿佛静
止的时空，徘徊在宏大千年墓室中，四
周的阴冷沉寂将她的大红大金华服衬
托得愈加鲜艳诡异，与之前的草原造型
形成强烈的反差。

面对如此甜美的“粽子”，就连经常
和“丁思甜”演对手戏的陈坤也有点不
适应，开玩笑“你这样很妖怪”。不过这
套造型着实“好看不好穿”，“上面遍布
各种金色的装饰，巨沉，感觉剧组好有
钱。”尽管披金挂银吃了不少苦头，baby
依然充满崇拜之情怒赞其细节的精致，

“电影里其实并没有完全表现出这套衣
服的细节，有点遗憾，但是我穿上真有
身临其境的感觉，更容易入戏了。”

电影《鬼吹灯之寻龙诀》讲述了上
世纪 80 年代末，胡八一（陈坤 饰））、王
凯旋（黄渤 饰）与 Shirley 杨在美国打算
金盆洗手，此时却意外发现 20 年前死在
草原上的初恋对象丁思甜可能还活着，
于是决定再入草原千年古墓，展开一场
前所未有的生死之旅。电影锁定 12 月
18 日上映。 （腾 娱）

《寻龙诀》曝光Angelababy“粽子”造型
华丽造型与清纯甜美的草原形象形成巨大反差

本报讯（记者 邓金培）记者昨日
从三亚文体局获悉，在刚刚落幕的中
国南方（海口）国际合唱艺术周比赛
中，三亚之声合唱团以参赛曲目《忆
秦娥 娄山关》、《三亚颂》获得了成人
混声合唱组银奖。

据了解，第四届中国南方（海口）
国际合唱艺术周于 12 月 5 日开幕，主
要活动内容包括合唱比赛、合唱展演
等。在 3 天的比赛里，来自辽宁、安
徽、福建、台湾的 20 个合唱团和海南
省海口、三亚、琼中等 17 个合唱团同
台献艺，参演人数近 2000 人。

据合唱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
以高水平迎接比赛，合唱团成员们增
加了每周两次的常规训练时间，几乎
每晚都要前来训练。本次参赛曲目

《忆秦娥 娄山关》、《三亚颂》在赛前
已经练习多遍，合唱团在现场出色的
表演获得评委的认可。除了比赛，接
下来合唱团还将组织新年音乐会，向
市民展示合唱艺术的魅力，带动更多
人走近合唱，喜欢合唱。

据悉，中国南方国际合唱艺术周
经过前三届的精心打造，已初步形成
海口市群众性文化艺术活动的知名
品牌。本届合唱艺术周为海口在国
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新机遇、
新挑战中提供了难得的学习交流机
会。

第四届中国南方（海口）国际合
唱艺术周由中国合唱协会、海南省文
联和海口市政府共同举办，海南省合
唱协会和海口市文体局共同承办。

第四届中国南方（海口）国际合唱艺术周落幕

三亚之声合唱团获成人混声银奖

三亚之声合唱团在排练。（资料图片）

Baby 华丽造型被“嫌弃”像妖怪。

Baby 饰丁思甜，清纯草原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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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7 日，韩红通过微博向外界宣布
了退伍消息，其助理随后证实韩红目前已
离开部队，近期将有一个身份的转变。12
月 9 日有消息称，韩红的“新身份”是与北
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共同
打造全新的娱乐产业。记者就此联系华
录百纳方面，对方证实消息属实，并将于
16 号举办发布会宣布此事。

2009 年，韩红被特招入伍成为空政文
工团副团长，大校军衔，此后几年一直担
任文工团职务。不过有传韩红在部队压
力很大，经常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担心
自己患上抑郁症还需要服用药物。她很
想把空政文工团带好，但很多时候情况不
尽如人意。

据了解，华录百纳方面已向媒体广发
“新生”见证礼邀请函，宣布将与韩红合
作，打造全新的“娱乐帝国”，而洪涛与鲁
豫将担当这场发布会的主持，届时将在会
上宣布未来的重点项目。（胡梦莹）

韩红将与华录百纳
合作新公司

南有“三七”北有“人参”之说

三七粉中的三七总皂甙，能让红细
胞变年轻，三七素能软化血管，让坏死的
毛细血管“起死回生”，使新鲜的血液轻
松畅快地在血管里流动。三七粉还能恢
复血压调控机制，保持血压、血糖平稳，
停止药物对肝肾的伤害，延缓衰老，是血
管、血液真正的“免疫之王”。三七粉像
个超级海绵，能吸掉高血压、高血脂、脑

血栓、糖尿病等心脑血管病人体内沉积
的血液垃圾。

吃过三七粉的人都说，没见哪种药这么
好的！心脑血管病人、糖尿病人、关节炎、痛
风、慢性炎症、胃溃疡，每天吃一点三七粉都
能感受到很大的改善！甚至月经不调、脸上
有色斑的女性，每天吃一点“三七粉”都能得
到明显效果。

文山人自古就有食用三七的传统。三七，
又称田七，它还能补血、美容养颜、强身健体、提
高免疫力、安神助眠等。

《本草纲目拾遗》称：人参补气第一，三七补
血第一。经常吃“三七”的人很少有患高血压、冠
心病、脑血栓等心脑血管疾病。据业内人士考
证分析：这主要得益于人长期进补“三七”和饮用

“三七花茶”的生活习惯。
据专家指出：三七药性是中性的，吃三七不

会上火，可谓男女老少，四季皆宜啊。
和人参、虫草相比，三七的价格不仅亲民，

营养价值更高！有业内人士表示，人参、虫草对
人体均有很大的补益作用，但价格偏高，只要与
三七的价格稍加对比，就知道买哪个更划算。

随着人们保健意识的提高，“三七”又是药
食同源的上品，而且物美价廉，存储方便，打成
粉全家都能吃，馈赠亲朋好友也更显情谊。

折2三七 特惠在三亚正式启动云南
文山

九类人群：健康、养生可首选三七
1.心脑血管疾病人群。
2.三高人群。
3.经常应酬的人群。
4.爱美女士人群。
5.免疫力低下人群。
6.贫血人群。
7.失眠的人群。
8.想保健，长寿的人群。
9.鼻炎、咽炎、长期便秘人群。

现场购买现场购买 现场打粉现场打粉

原产地直供销售 免去中间环节 原价:1098 元
现价低至:199元

每天两元 学会吃三七 预防多种病

预约电话：0898-32876158

买5 斤 送1斤同价位三七 再送298元玛卡买 4 斤 送 298 元 玛卡 1 斤
主办方承诺本次活动假 1 克赔一万
主办方还组织一批原产地玛卡，欢迎选购

各市县购买者凭车票报单程路费
协办方：海南知峰堂各专卖店直销

活动时间：12月11、12、13日（8：30-17：00）
6060头头199199元元//斤斤 5050头头299299元元//斤斤

4040头头399399元元//斤斤 3030头头（（特级特级））599599元元// 三亚知蜂堂专卖店（吉祥街108号）
三七直销地址

每天前50名电话预订的读者免费领取价值99元的健康礼包一

销售地址：海口：知蜂堂专卖店（和平南路十中对面）三亚：知蜂堂专卖店（吉祥街108号）琼海：健之源知蜂堂专卖店（富海路泰和酒店对面）

提高机体
免疫功能

降血糖

止血

活血化瘀

消肿定痛

抗衰老

耐缺氧

滋补强壮

抗疲劳

降血脂

新华社北京 12月 9日电（记者姜潇）
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9
日在京闭幕。大会选举苏士澍为中国书
法家协会第七届主席。

大会还选举王丹、毛国典、包俊宜、刘
金凯、刘洪彪、孙晓云、吴东民、何奇耶
徒、宋华平、张建会、陈洪武、陈振濂、顾
亚龙、翟万益为中国书协第七届副主席。

苏士澍在致闭幕词时表示，当前，党
和政府高度重视文艺工作。广大书法家
和书法工作者要珍惜和维护当前的大好
局面，抓住书法艺术传承与发展的大好机
遇，立足书法艺术本体，紧跟时代前进步
伐，创新有为地开展各项工作，切实把中
国书协建设成为广大书法工作者温馨和
谐、有凝聚力吸引力的大家庭。

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
会于 12 月 7 日至 9 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全
国 各 地 的 390 余 名 书 法 工 作 者 参 加 会
议。与会代表审议并通过了第六届理事
会和主席团所作的《工作报告》，修订了

《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并选举产生中国
书协第七届理事会和主席团。

苏士澍当选
新一届中国书协主席

苏士澍（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