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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勤勤性子太直
曾“伤”搭档王学圻
在热播剧《姥爷的抗战》中首度出演女八路

天生丽质的蒋勤勤17岁便在荧屏上崭露头角，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姥爷的抗战》中，她化身“任性

又倔强”的女八路，和老前辈王学圻上演了一段革命爱情。与此同时，蒋勤勤与陈建斌结婚八年，儿子小

老虎乖巧懂事，三人早已是圈里的模范家庭，不久前陈建斌独揽三座金马奖杯。所以蒋勤勤走到哪都一

脸甜蜜。

合作插曲
曾折了王学圻面子

谈起出演《姥爷的抗战》这部剧，

蒋勤勤坦言连自己都觉得有些意外，

“女八路的角色我以前从没演过”。

细细回想起来，蒋勤勤认为是那

份“好奇心”诱惑了她。蒋勤勤是重庆

人，重庆的童年生活给了她接触那些

逝去多年的“革命风雨”的机会，“我

记得小时候，每年11月27日都会去

渣滓洞白公馆悼念先烈，从小就受

到了感染，正好这部戏可以作为载

体让我去走近他们。”

生活中，蒋勤勤和王学圻年龄相

差近 30岁，但在《姥爷的抗战》中，两

人却上演了一段战火硝烟中的革命

爱情。

她也透露，自己重庆人的直性子

曾不小心折了王老师的面子。“他很会

体谅和照顾人，喜欢自己做东西，我记

得我们第一天拍完戏，他给我送来一

碗粥，那个时候我刚好在减肥，平时

只吃点青菜或者吃个水果，我就一直

在说谢谢王老师，我不吃什么的。”

后来王学圻才悄悄告诉蒋勤勤，当

时自己感到很失落。

相夫心得
完全信任“陈老师”的才华

演艺圈的明星夫妻很多，在大家

忙着用结婚、生子抢占头条时，陈建斌

和蒋勤勤用三座金马奖杯吸引了众人

的目光。谈起陈建斌，蒋勤勤仍是一

脸的幸福。

电影《一个勺子》是陈建斌首次担

纲导演的作品，蒋勤勤透露，参加颁奖

礼那天陈建斌特别紧张：“他特别喜欢

睡午觉，但颁奖礼那天中午他说睡不

着。他得完第一个最佳男配角的时

候，把奖杯放那儿，说这下踏实了。”最

终，陈建斌在金马奖中拿到了最佳男

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新人导演三座

奖杯，蒋勤勤表示，她最希望陈建斌拿

的就是导演奖。“导演奖是对他另外一

个身份的肯定，所以这个是我很期待

的。”

陈建斌曾坦言，蒋勤勤从一开始

就特别相信他，没有这份信任他做不

出这部片子。而蒋勤勤也毫不讳言，

她不是盲目地相信，是真的看到了陈

建斌的导演才华：“如果你在《一个勺

子》的片场，你就会觉得他非常有把

握，他坐那儿的时候，我甚至于怀疑他

不是第一次当导演，真的，完全是驾轻

就熟的感觉。”

生活感悟
家庭事业必须两不误

已为人妻、为人母，蒋勤勤挑戏的

标准越来越严苛，谈起这么做的理由，

她话里透着甜蜜，“我当然得看看剧本

好不好，值得让我放弃照顾孩子，照顾

陈老师的时间去拍。”不拍戏的时候，

蒋勤勤也没闲着，“我是操心的命，儿

子的一切，包括家里所有的一切，都会

自己去做。”

家庭生活除了操心，更多的是快

乐。蒋勤勤有个可爱的儿子叫小老

虎，蒋勤勤透露，小老虎虽然年纪尚

小，但已经表现出了相当的文艺天赋，

“他还蛮会演的，也喜欢唱歌，自己去

报名参加合唱团，都是他自己的主

意。但他爸爸一直在这方面遏制他。”

蒋勤勤表示，他们也不是一定不赞成

小老虎走上演艺的道路，一切还要看

他自己的意愿，现在她和陈建斌正全

力诱导他走上科学家的道路，“我一直

跟他说，科学家多棒，他们可以发现黑

洞，可以探测一个新的星球，新的生

命，他现在很爱科学。” （梁 巍）

环鄱环鄱骑游路骑游路
新鲜新鲜又成熟又成熟

本报记者 游 静

冬季的吴城，云集数以万计的珍稀候鸟。
12 月 21 号，环鄱国际骑游大会的骑行队从永修站出

发，50多人沿着修河骑行，前往吴城镇。
就读于江西中医药大学的巴基斯坦小伙卡里姆是20

多名外国骑行爱好者中的一员，这是他在江西的第一次骑
游。骑行中经过的今年夏天网上爆红的“鄱阳湖水中公
路”，现在已经转型为“草原上的公路”，道路两旁连片湿地
里的芦苇随风摇曳，远处时而飞起的叫不上名字的鸟类，
令他激动。

这样的风景不仅是在外国人眼中新鲜，对于老骑友钟
文光也是新鲜的。他在骑行中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
爱好者架着设备在拍照，还有许多是家庭结伴到此游玩。
他告诉记者：“5 年前我骑行过这条路，骑行很辛苦，现在
路好了，更多人可以过来骑游。”

对于骑友来说，新的体会还在于以前都是往外骑，而
现在江西骑游的环境越来越成熟，骑友们开始享受“家门
口”的风光。“我骑行去过西藏，身边也有朋友骑行去过漠
河，前些年大家都是往外跑，现在，大家开始往省内骑游，
在骑游中感受江西的风光。”骑友陈丽娟这样说道。

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成功举办了五届，骑游鄱阳
湖的知名度越来越响，加上民间自行车骑友也沿鄱阳湖开
展了各类骑行活动，已经形成一条成熟的环鄱骑行旅游线
路，首届骑游大会也因此应运而生。

90后作家开讲华东交大

兰子若：“匆匆那年”要干点事
本报讯（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胡刘盼、李星林）“命运不是谁安

排，是看谁能站出来。”12月14日，90后作家兰子若回归母校华东

交大，为同学们带来一场关于文学的探讨，文学分享会现场坐满

了慕名前来的爱好文学者。兰子若也以“大师兄”的身份告诉在

座大学生要“敢问路在何方”，要找到自己的生活道路。

“刚进大学时我就加了五个社团，像八一诗社、险峰书画协

会等文学社团，这都源自我对文学的喜爱。我也在大学里找到

了奋斗方向，也就是走文学之路。”在大学期间，兰子若游走了

全国的21个省份，在旅游中创作。2012年5月，处女座《骑着我

的马，带你看桃花》由北京图书出版社出版，其作品真实诠释了

90后的生活，受到广泛关注，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轰动。

“写作道路是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以前的创作也是我生活

中一笔宝贵的财富。”兰子若谈到自己的文学之路，尽管刚开始他

并不确定能在这条道路上走多远，但一种对于文学的热爱支持着

他走到现在。是文字让他认清了生活，发现生活中的美。

“创作并不需要灵感，只是来源于生活。”兰子若向在座的

“师弟”们表示，希望同学们能够在大学里找到自己的路，然后

坚持走下去。相信同学们能够拥有一个充实的、有意义的大学

生活。

老兵不死的神话最能激励人
心，虽然我们终究敌不过岁月，也
总愿意去读那些与时间较劲的故
事。NBA最擅长书写这样的故事：
20日，近39岁的邓肯再次经历一场
三加时的比赛，可惜最终未能帮助
老马刺击败年轻的开拓者；36岁的
科比出场时间挤入NBA历史前十，
却未能投进能帮助湖人绝杀对手
的一球；曾经的“小皇帝”詹姆斯，
如今也已是年近而立的 NBA 现役

“中生代”，20日他的个人总得分排
到了历史排行榜的第23位。

63年再现连续三加时
邓肯连败却返老还童

在马刺的近两场比赛中，邓肯

总共打了 91分钟，贡献 55分、26个

篮板球、8 次助攻、7 次盖帽和 4 次

抢断。

“蒂姆（邓肯）现在的状态像是

返老还童。他让人震惊。”马刺主

帅波波维奇说。

在 20 日马刺与开拓者鏖战三

个加时的比赛中，邓肯打了 43 分

钟，得到 32 分、10 个篮板球和 4 次

盖帽，38 岁 239 天的他成为 1985~
1986 赛季以来，NBA 获得单场 30
分+10 篮板球+3 次盖帽这样数据

的年纪最大的球员。

马刺在上一场对阵灰熊的比

赛中同样打了三个加时，在1951年

12月巴尔的摩子弹队之后，NBA第

一次出现一支球队连续两场比赛

都要打三个加时，而且马刺还是联
盟历史上第一支在连续两场三加
时比赛中都输掉了比赛的球队。
算上与开拓者的这场比赛，马刺队
史上总共只有打过4次三加时的比
赛，本赛季以前，马刺上一次打三
加时还是在1984年。

“我被惊呆了！”邓肯在谈到球
队连续两场三加时的经历时，如此
说道。开拓者的年轻球员们很清
楚，要击败卫冕冠军马刺这样一支

“老而弥坚”的球队，他们的最大优
势就是体力。所以当开拓者把比赛

拖进第三个加时后，利拉德朝他的
队友们鼓励道：“搞定他们！”利拉德
尽了自己的努力，他全场拿到43分，
创个人职业生涯单场得分新高，其
中有16分是在加时赛中所得。

关键时刻再次手软
科比遭遇“里程悲”

在湖人与雷霆的比赛中，科比
出战近35分钟，职业生涯出场总时
间达到了 46487 分钟，并由此超过
了凯尔特人名宿约翰·哈夫利切
克，排到 NBA 历史第 10 位。在该
项统计中排在科比前面的现役球
员只有加内特一人。此外科比职
业生涯出场场次数也达到了 1271
场，同样超越了哈夫利切克，排名
历史第22位，现役球员中排在科比
前面的还有邓肯、雷·阿伦和加内
特。

可惜科比在跨越这一里程碑

的同时，却未能帮助球队赢下比
赛。20 日湖人在主场迎战杜兰特
休战的雷霆，最后38秒，雷霆领先3
分，随后林书豪跳投命中，双方分
差只剩下 1 分，湖人把最后一攻交
到了科比手中，结果是科比“打
铁”。根据统计，在第四节或加时
赛最后 5 秒内，事关扳平或者反超
比分的投篮，科比在过去12次出手
中一次都没有命中。本赛季这些
关键球交给科比执行时，他的表现
是 5 投 0 中，上一次科比命中关键
球，还是在 2012 年 3 月 7 日客场对
阵活塞的比赛中，他那时命中了一
球把比赛拖入加时。

“我认为我们得到了自己
想要的机会，就是没有投进。”
湖人主帅斯科特说，他认为科
比在此前的训练中做得太多
以致过于劳累，为何不把绝杀
球交给此前刚命中一个关键球的
林书豪？斯科特的回答是：“（科比
比他）多拿了32000分。”

老友助阵士气高
23号历史第23位

在骑士主场击败篮网的比赛
中，勒布朗·詹姆斯全场 18投 7中，
贡献 22分、4个篮板球和 9次助攻，
在本场比赛的首节，身披23号的勒
布朗拿到本场个人第 4 分时，他的
职业生涯总得分数就已经超越了
查尔斯·巴克利，上升到 NBA 历史
总得分排行榜第23位。

到目前为止，勒布朗打了 866
场比赛，场均能贡献 27.5 分，而巴
克利职业生涯中共打了 1073 场比
赛，场均能得到 22.1 分。现在总得
分榜上排在勒布朗前面的是阿伦·
艾弗森，艾弗森的纪录是24368分。

在与篮网的这场比赛中，34岁
的迈克·米勒比勒布朗更抢镜，老
米勒本场是本赛季第一次首发出
场，他打了 33 分钟，三分球 8 投 7
中，得到 21 分，而米勒有 4 个命中
的三分球来自勒布朗的助攻。“我
们一起经历过最重要的时刻，我们
之间互相信任。”勒布朗赛后说。
在 2012 年的总决赛第 5 场比赛中，
米勒也是三分球 8 投 7 中，协助勒
布朗拿下了他个人职业生涯中的
首个总冠军。 （许 蓓）

老兵与时间较劲乐在其中

南昌“健美先生”获世锦赛第四

王伟创我省最佳成绩
本报讯（记者陈璋 通讯员燕春华）日前，在刚刚结束的西

班牙阿利坎特世界健美锦标赛上，我省著名健美运动员王伟获

得第四名的好成绩，这也是我省健美运动员在世界范围内获得

的最好名次。

身为南昌市健身健美协会会长的王伟，在本次比赛中与

来自欧美的强劲对手同场竞技，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力与美”，

不仅获得世界第四，还获得了IFBB世界健美联合会注册国际运

动员资格和“世界健美大师”称号，成为我国最优秀的健美运动

员之一。此前，王伟还多次获得全国健美锦标赛和健美公开

赛冠军。

马刺背靠背马刺背靠背33加时负开拓者加时负开拓者

科比(资料图片)

战平巴勒斯坦 国足结束热身赛

12月21日，中国队球员武磊（中）在比赛中。
当日，国足迎战巴勒斯坦队。双方90分钟皆无建树，打成0∶

0。国足在国内的热身赛便全部结束，接着便将奔赴澳大利亚展
开亚洲杯的最后备战工作。在比赛中，郑智禁区外打门将球砸在
立柱上，而郜林禁区内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头槌攻门却将球顶
偏。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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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在流逝 步步皆历史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