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诚勿扰》
解读“相敬如宾”
爱情中最理想的相处模式是怎样的钥

近日播出的叶非诚勿扰曳中袁一位男嘉宾特
别强调道院野我理想中两个人的相处应该
是相敬如宾袁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尊重和理
解对方遥 冶对于这一话题袁孟非尧黄澜现场
亮出了各自的观点遥

随后袁野相敬如宾冶成为全场讨论的焦
点话题遥 节目现场袁黄澜则解读道院野所谓
的相敬如宾袁其实说的是爱情也需要一点
边界感尧界线感袁要去尊重对方彼此的独
立空间遥 冶主持人孟非则认为院野但凡对边
界感有要求的女性袁都是在生活当中有自
己明确事业重心的遥 凡是没有边界感袁喜
欢 24小时黏着另一半的袁 大多没有足够
独立的生活遥 冶 莫斯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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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亚足联在阿
联酋迪拜举行了 2019
年足球亚洲杯赛决赛
阶段的分组抽签仪式遥
最终袁中国队被分在 C
组袁 同组的对手有韩
国尧吉尔吉斯斯坦和菲
律宾袁 算是抽到一根
野上签冶遥

2019 年亚洲杯从
16队扩军到 24队遥 随
着队伍的增多袁本届亚
洲杯也从 4 个小组增
加到 6个小组遥在比赛
场次增加的同时袁淘汰
赛的对阵形势也变得
更为复杂袁除了各个小
组的前 2名之外袁成绩
最好的 4个小组的第 3
名也将进入淘汰赛袁淘
汰赛也将增加一轮赛
事遥

当日的抽签袁亚足
联邀请了代表东亚尧西
亚尧中亚尧南亚尧东南亚
5个地区的球员代表袁
其中孙继海代表东亚
区出席遥 孙继海在球员生涯曾于 1996年
第一次参加亚洲杯赛袁一共参加过 4届亚
洲杯袁目前则是中国 U-21选拔队的教练
组组长遥他昨晚负责抽出中国队所在的第
二档次球队的落位遥

由于本届亚洲杯赛 24强的分档形势
很清楚袁因此昨晚亚足联根据从第四档次
到第一档次的队伍依次进行抽签袁整个过
程速度很快遥 最终袁孙继海帮中国队抽落
在 C组遥 随后袁伊朗名宿阿里代伊抽出第
一档次的球队袁韩国队与中国队分在同一
小组遥 虽然中韩之间继去年 12强赛之后
再度相遇袁但毕竟同组有吉尔吉斯斯坦和
菲律宾两支实力相对不太强的球队袁因此
中韩两队携手以小组头两名出线是大概
率事件遥中国男足主帅里皮昨晚也亲临抽
签现场遥

除了抽签分组外袁2019 亚洲杯全新
设计的奖杯和标志尧本届赛事的吉祥物昨
晚也在抽签现场揭晓遥

2019亚洲杯决赛阶段抽签分组
A组院阿联酋尧泰国尧印度尧巴林
B组院澳大利亚尧叙利亚尧巴勒斯坦尧

约旦
C组院韩国尧中国尧吉尔吉斯斯坦尧菲

律宾
D组院伊朗尧伊拉克尧越南尧也门
E组院沙特尧卡塔尔尧黎巴嫩尧朝鲜
F组院日本尧乌兹别克斯坦尧阿曼尧土

库曼斯坦 张喆

在电影中致敬青春

叶我的 1919曳
叶我的 1919曳是一部历史电影袁

该片以 1919年野巴黎和会冶为背景袁
通过叙述中国外交使团拒签 野凡尔
赛和约冶的历史事件袁展示出那个时
代中国的外交风云袁 讴歌了中华民
族不屈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袁同
时也揭示了野弱国无外交冶这样一条
真理遥影片表现了一个野弱国冶渊当时
的中国冤袁 在国际社会中讨回正义袁
讨回平等是何等艰难遥 但是中国最
终还是挺起胸脯袁 第一次面对列强
说院野不浴 冶

叶阿甘正传曳
每个看过叶阿甘正传曳的人都会

从中得到些许感悟遥
野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冶这句话是每一个喜欢叶阿甘正
传曳的人都能背出的一句话袁它的中
文意思是院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袁你
永远也不知道下一个吃到的是什么
味道遥

生命中就是充满了许多的不确
定袁而对待这些好的尧坏的袁酸甜尧苦
辣的滋味袁我们都要学会从容尧乐观
地去面对遥 也许命运之神暂时没有
把幸运之手放在你的身上袁 但谁知
道以后会怎样袁 正所谓塞翁失马焉
知非福遥

叶等风来曳
叶等风来曳影片改编自小说叶游

记袁或是指南曳遥 美食专栏作家程羽
蒙渊倪妮饰冤尧富二代王灿渊井柏然
饰冤尧 大学毕业生李热血 渊刘雅瑟
饰冤尧话题不断的大姐团与以拍照为
目的的摄影团袁 由这样一群人组成
的旅行团奔赴了尼泊尔袁开始了野幸
福之旅冶遥 团里的游客袁都有各自的
人生问题遥

影片的名字也是整部片子的主
旨袁 背着伞着急地等待何时才能起
飞时袁 王灿告诉程羽蒙院野无论你有
多着急或者多害怕袁 我们现在都不
能往前冲袁冲出去也没有用袁飞不起
来的袁 现在你只需要静静地袁 等风
来遥 冶

叶叫我第一名曳
这是一部真人真事改编的励

志电影袁 讲述的是一个特殊群体的
奋斗故事遥 影片的感人之处在于身
患妥瑞症的男主在步入社会之后饱
受打击却从不放弃袁 最终实现了自
己的梦想袁成为了一名教师遥

他在幼时就看到了跟他同样患
有妥瑞症的患者们跟社会脱离的景
象袁他们没法控制自己袁躲藏在医院
里的同时也放弃了步入社会袁 走向
阳光的道路遥 但主人公在母亲和好
心的国中校长的帮助下袁 找到了自
尊与向上的心遥

影片告诉观众袁缺陷的人生并
不可怕袁 乐观地面对人生袁 永不放
弃袁成功就不会遥远遥

叶高考 1977曳
电影叶高考 1977曳以野恢复高

考冶这一历史事件为背景袁讲述了知
青赶赴考场的故事袁 再现了那个年
代里袁人们对知识的渴求袁对命运转
折的企盼遥
影片末尾还穿插了知青们当年

保存的的照片袁 在光影流转中再现
了那时的青葱岁月遥
影片并非只还原历史袁 而是通

过一群知青的生活经历将这一特殊
时期呈现遥演员王学兵尧周显欣在剧
中饰演的两位知青在农场相恋袁但
当转变自己命运的高考来临时袁究
竟是要爱情还是要高考回城袁 他们
不得不面临艰难的选择遥

叶永不妥协曳
影片取材于美国的一个真实事

件袁 讲述了一个弱小女子如何在帮
助他人的同时改变自己命运的故
事袁 展现了人类捍卫正义的可贵精
神遥 经历了两次离婚并拖着三个孩
子的单身母亲埃琳袁 在一次交通事
故之后袁一贫如洗袁既无工作袁也无
前途袁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遥但
是她用执著坚韧的毅力坚守理想袁
敢于挑战权贵袁勇于保卫弱者袁不但
帮助了他人袁悍卫了正义袁也重新认
识了自己的价值遥

有些人并不强大 袁 但是信仰
赋予了他们超人的力量遥 影片中

的埃琳袁正是因为坚守信仰才能
够百折不挠袁发挥出超乎常人的
能力遥

叶中国合伙人曳
中国合伙人由陈可辛执导袁黄

晓明尧邓超尧佟大为主演袁讲述从 20
世纪 80年代至 21世纪初袁 三个年
轻人从学生年代相遇尧相识袁一起打
拼事业袁共同创办英语培训学校袁最
后实现梦想的励志故事遥

该片浓缩了一代创业者的成长
历程袁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遥这部电
影将 20世纪 80年代的背景植入其
中袁 在这样的底色上勾勒出那个时
代青年的热血遥 该片把梦想尧友谊尧
爱情融合在一起袁既不失青春活力袁
又不乏真诚励志遥

叶同桌的你曳
电影叶同桌的你曳讲述的是一

对青春懵懂的同桌从初中尧高中再
到大学的甜蜜初恋和青葱记忆遥转
学生周小栀(周冬雨饰)结识了自己
的同桌林一(林更新饰 )袁从此他们
一同经历了初中尧高中和大学的时
光袁 两个人的爱情也一同绽放袁林
一对周小栀说院野总有一天袁我会带
你去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遥 冶一
晃十年过去袁当初的承诺不知是否
已实现遥

同桌袁 是每个人都曾有过的同
伴袁 他/她伴随着我们的学生时代袁
我们的青春记忆里他们也是一道重
要的光景袁电影叶同桌的你曳将重现
我们学生时代的熟悉片段袁 展现一
代人的青春回忆遥

青年是早晨的太阳袁 展现足够
光芒在天地间飞扬袁 在为事业的正
午到来积蓄力量袁请珍惜大好时光袁
相信你能够实现梦想遥

人生的路漫长而多彩袁就像在
天边的大海上航行袁 有时会风平浪
静袁行驶顺利曰而有时却惊涛骇浪袁
行驶艰难遥 但只要我们心中的灯塔
不熄灭袁 就能沿着自己的航线继续
航行遥

温海瑛

野五四冶青年
节之际袁小编挑
选了八部青春
励志电影袁让处
于迷茫中的你
能够继续前进袁
让渴望青春的
你再次找回青
涩与美好遥让我
们一起来看看
不同国家尧不同
时代的青春故
事吧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