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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了500万，俺必然吃香的喝辣的拿钞票擦屁股；如果中了500万，俺暗恋的辣妞必然按捺不住

唯俺命是从；如果中了500万⋯⋯&ldquo;啪！&rdquo;劈头盖脸挨了街头恶棍一顿打，原先俺居然是

白日做梦。俺叫凯文&middot;卡森（宝娃），穷小子一个，住的是亚特兰大政府安居房，每天只能

乖乖在体育活动用品打工。俺长得不帅，个子不高，还没死党本尼（布兰登&middot;杰克逊）会耍

嘴皮子，听听彩票也疯狂qvod。就连埋头隆重做人也会被街头混小子们挑刺恶揍，真是晦气透了！

 

谁谁谁说过：&ldquo;狗屎运当头，挡也挡不住。听说没有少年天才肯一个萝卜一个坑。&rdquo;既

然本日俺出门就遇君子，相比看彩票疯狂。干嘛不买张彩票图个安心呢？你还别说，就连卖彩票那

大块头都欺凌我，开玩笑说机器坏了，当场没气得我抽已往。算了！小孩儿不记君子过！等地下掉

金元宝了，俺发财了，谁敢不尊我一声凯爷？回家后，俺把彩票放在桌上，对比一下彩票也疯狂

qvod。发轫看电视，当俺调到颁布彩票的那个频道，&ldquo;42，33，4，32，45，卓殊号码21。

&rdquo;俺盯了盯俺一块钱买来的那张彩票，彩票大奖。&ldquo;天呐！俺中了！&rdquo;不是500万

，听说彩票业疯狂。而是3亿7000万！还是美元！神啊，让俺搬计算器进去算算背面真相跟了若干好

多个零！在俺惊声尖叫之前，听说这个音讯的奶奶一刹时年老了二十岁。她立马提起话筒，想打电

话给咱家三姑六婆七大姑八大姨报喜。俺一激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切断了电话线。咱可不是吃

草长大的！这街区为了几十百把块都能入室抢劫，要是俺一夜暴富的音讯被见钱眼开的人清爽了

，那没准钱没到手小命就呜呼了！恰恰国庆节放假三天，彩票焦点任务人员也忙不及地放假关门。

彩票也疯狂。TNND，只不过想顺遂取个奖金嘛，难道就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看点

 

咱都想地下掉金子，可是私人都清爽这世上没那么迎风逆水的善事。所以，一夜暴富的逸想，大多

还是梦里看花、水中望月的事。而小屁孩们一边谈论着&ldquo;等我有钱了⋯⋯&rdquo;的调调，彩

票也疯狂qvod。一边生活还在继续。可人总有做白日梦的权益，刹时发财的盼头似乎也不是啥好事

，于是500多年前的意大利，一个萝卜一个坑。一种被叫做彩票的东西应运而生。不论它叫乐透也好

，叫发财票也罢，彩票生。抱着或试手气或当饭吃心态买彩的人们，总会喜跃地守候巨额奖金

&ldquo;砸&rdquo;到自己身上的一刻。借使那一刻成真，又会有怎样的际遇？

 

还有部分高校校园和社区
这个奇遇故事的主演，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牙还没长齐就成了当年最闪亮的黑人饶舌小天王宝娃

童鞋。约十年前，他有自己的服饰品牌，双色球中奖技巧。有卖到断市的唱片，有吉尼斯世界纪录

，彩票也疯狂qvod。还能让埃弗森、麦迪、纳什、挪威斯基等等NBA巨星客串他主演的电影。不妨

说，一夜成名的宝娃童年过的日子，以至比中特等大奖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年头，没有少年天性肯

一个萝卜一个坑。能唱的必然会跳，能跳的必然得演，如同唯有上地下天无所事事才能充塞证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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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才调横溢。宝娃也不例外，小大年龄脚迹就已经成了N栖明星。学会天才。

 

他，当然不是说唱界第一个得胜走上这条路子的人。他先进艾斯&middot;库伯的一路混迹，恐怕更

让人啧啧称奇。从当年被FBI重点存眷的痞子边缘人，到美国说唱界人见人敬的巨星，到编导演全能

的黑人影界奇人，再到顺遂闯入支流大片的笑匠，库伯其人的出色生活还真是摆个三天三夜都讲不

完。彩票也疯狂下载。说唱界若干好多子弟，做梦也想到达他即使不再出专辑办演唱会也声名鲜明

的地位。学习彩票也疯狂。而库伯，彩票也疯狂。也异样会呈现在这场一张彩票引发的闹剧中。别

的不说，有说唱高手出马，咱至多不妨期待一张创造优异的嘻哈饶舌原声大碟。彩票生。

 

其他

 

闹热闹腾众生相，萝卜。黑人笑剧多欢乐。如果说几年前黑人主演的笑剧电影还是票房榜上举足轻

重的小卒，相比看没有。那么现在动辄发威冲刺首位的它们，面对的则是一个相当远大的市场。说

来也巧，它们中的许多，与艾斯&middot;库伯相关。一个。《猖理发店》也好，《星期五》也罢

，恐怕是之后的《小鬼上路》，每一部都以续集无间的炽热告终。以至有人感伤：&ldquo;黑人笑剧

能否赢利，已经不是影评说了算。看看彩票也疯狂qvod。&rdquo;由于只须是震动了黑人兄弟姐妹那

根神经，即使是被评论界猛扔鸡蛋，它们仍然能逆市发威猖捞钱。而这一次，库伯又担任了某笑剧

片的协同制片和主演。 跟他一块儿混的小鬼，有饶舌小天王，有《寒带惊雷》里的啰嗦龙套，有《

名扬四海》里的天籁女生。你看少年。还有众多黑人搞笑界的名人大腕，也卖面子进去露脸。反倒

是库伯自己，灰白头发、轻轻驼背，扮起了往日不再的拳击手，似乎要走点励志和黑色诙谐的途径

。没有少年天才肯一个萝卜一个坑。也许是托了他的福，菜鸟导演和老手编剧也有了阐述的空间

，纵然他们还嫩，还会为小聪颖和某句台词的入时洋洋自满知足。在笑剧的真空世界里，深重被丢

到了一边。暴力并不会死人，金钱并不是一切，穷人的梦想不妨议决彩票竣工，恶棍也最终发了善

心，贫民窟似乎多了几分阳光鲜艳。白日梦，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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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怪的是每回整理完,又开始乱,所以做事贵在坚持!不过这回整理的相对彻底,所有帐务核对清楚,尽

管这些数据差点令人崩溃.房间打扫干净,衣服全部清洗,钱包卡归类整齐,工作也开始进一步的理清思

路.所谓爱情爱他人的感觉,也整理打包,放入保险柜,尽管时不时想打开,但还是努力忍住,因为思想决定

生活,男人要对自己狠一点,套用历史古语,吃好喝好,把心放好,该出手时就出手.只需把情深埋心中,恋

爱对我来说,仍然想体会,但已不想过于明了其中的原委,如果有机会,只需去做表达真诚就可以,但鉴于

本人的具体情况,所以不去多做考虑,许多事情可以自己解决.在人生的道路上,穿越全中国,所遇到的人

无论名人还是非名人,可谓林林总总,有些人可恶,有些人美好,有些人可恶与美好中让人傻傻分不清楚

.但这就是我曾想追寻的人生体会,虽然也是未曾想到会出现痛彻内心伤及肉体的心灵旅程.身体近两

年,也像气球一样吹大吹小,见证了偷懒与努力后的结果.该是可以小结一下,人物传记可以开始了,希望

真能说到做到,不要令自己失望,2013年面世,这个世界并不只是韩寒与郭敬明的!许多人会不兑现自己

的承诺,自己有时也可能做不到.所以一般不确定对他人的承诺,一旦说爱了,就是一生一世,无论你爱或

者不爱,念或者不念,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朋友亦如此,除非你真的有骗我,否则,我会对你好一生一世的

.古语:世间万物皆在变化,今日所言可否恒古不变呢?不要怀疑现在,只要立刻起身,去想,去做.时光短暂

,不可荒废.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力有限,那么可以认命,但不应该放弃努力.如果我们真的走投无路,也可



到庙里化缘,等待重生的时机.是不是有时会觉得一个人好辛苦?要么改变你的思想,要么你变成强者,总

之弱者就是容易顾影自怜,这是没办法的事,等待上天派人来帮助你,这就像中彩票一样,有些人出去吃

个饭,顺便买张彩票就中个几百万,有些人穷尽一生努力,还是两手空空,甚至负债累累.我们能抱怨上天

不公么?但他可能喃喃自语道:"其实我是个女人!"因为你从未见过他的真面目,所以不能指望虚幻去生

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今天下午继续练车,在明年要把开车技术练熟,尽管我还没有车,而且也对交

通事故及行人的不守规则隐隐忧虑,但仅仅因为这些,就放弃自己的努力么?当然不可以,如果世间千万

人都可以做到,那么我包括你,也可以做到.只是这需要一个过程.如果你真的反应慢,那就去不断的学习

,去练习.因为据说有种理论经验证,如果有件事,你反复练一万次,你就可以成为专家.当前,世界上有个

男人,30岁以后,扔掉以前的行业,开始制定计划,专心练习,希望成为一位专业的高尔夫球手.生的伤痛与

乐趣往往在于选择的不同,造就不同的结果.阿弥陀佛,上帝保佑,真主吉祥,万凰之王,真龙天子,牛顿与

苹果,米开朗基罗,嘿大卫,一起光屁股逛街去,大家一起HI起来,OHYEAH!生活仍在继续!......,,如果中了

500万，俺一定吃香的喝辣的拿钞票擦屁股；如果中了500万，俺暗恋的辣妞一定按捺不住唯俺命是

从；如果中了500万⋯⋯&ldquo;啪！&rdquo;劈头盖脸挨了街头恶棍一顿打，原来俺果然是白日做梦

。俺叫凯文&middot;卡森（宝娃），穷小子一个，住的是亚特兰大政府安居房，每天只能乖乖在体

育运动用品打工。俺长得不帅，个子不高，还没死党本尼（布兰登&middot;杰克逊）会耍嘴皮子

，就连埋头低调做人也会被街头混小子们挑刺恶揍，真是倒霉透了！,谁谁谁说过：&ldquo;狗屎运当

头，挡也挡不住。&rdquo;既然今天俺出门就遇小人，干嘛不买张彩票图个安心呢？你还别说，就连

卖彩票那大块头都欺负我，开玩笑说机器坏了，当场没气得我抽过去。算了！大人不记小人过！等

天上掉金元宝了，俺发财了，谁敢不尊我一声凯爷？回家后，俺把彩票放在桌上，开始看电视，当

俺调到公布彩票的那个频道，&ldquo;42，33，4，32，45，特别号码21。&rdquo;俺盯了盯俺一块钱

买来的那张彩票，&ldquo;天呐！俺中了！&rdquo;不是500万，而是3亿7000万！还是美元！神啊，让

俺搬计算器出来算算后面到底跟了多少个零！在俺惊声尖叫之前，听说这个消息的奶奶一瞬间年轻

了二十岁。她立马提起话筒，想打电话给咱家三姑六婆七大姑八大姨报喜。俺一激灵，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切断了电话线。咱可不是吃草长大的！这街区为了几十百把块都能入室抢劫，要是俺一夜

暴富的消息被见钱眼开的人知道了，那没准钱没到手小命就呜呼了！偏偏国庆节放假三天，彩票中

心工作人员也忙不迭地放假关门。TNND，只不过想顺利取个奖金嘛，难道就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看点,咱都想天上掉金子，可是个人都知道这世上没那么顺风顺水的好事。所以，一夜暴富的幻

想，大多还是梦里看花、水中望月的事。而小屁孩们一边念叨着&ldquo;等我有钱了⋯⋯&rdquo;的

调调，一边生活还在继续。可人总有做白日梦的权利，瞬间发财的盼头似乎也不是啥坏事，于是

500多年前的意大利，一种被叫做彩票的东西应运而生。不管它叫乐透也好，叫发财票也罢，抱着或

试手气或当饭吃心态买彩的人们，总会雀跃地等待巨额奖金&ldquo;砸&rdquo;到自己身上的一刻。

假如那一刻成真，又会有怎样的际遇？,这个奇遇故事的主演，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牙还没长齐就

成了当年最闪亮的黑人饶舌小天王宝娃童鞋。约十年前，他有自己的服饰品牌，有卖到断市的唱片

，有吉尼斯世界纪录，还能让埃弗森、麦迪、纳什、挪威斯基等等NBA巨星客串他主演的电影。可

以说，一夜成名的宝娃童年过的日子，甚至比中特等大奖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年头，没有少年天才

肯一个萝卜一个坑。能唱的一定会跳，能跳的一定得演，仿佛只有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才能充分证明

他们的才华横溢。宝娃也不例外，小小年纪足迹就已经成了N栖明星。,他，当然不是说唱界第一个

成功走上这条路子的人。他前辈艾斯&middot;库伯的一路混迹，恐怕更让人啧啧称奇。从当年被

FBI重点关注的痞子边缘人，到美国说唱界人见人敬的巨星，到编导演全能的黑人影界奇人，再到顺

利闯入主流大片的笑匠，库伯其人的精彩生活还真是摆个三天三夜都讲不完。说唱界多少后辈，做

梦也想达到他即便不再出专辑办演唱会也声名赫然的位置。而库伯，也同样会出现在这场一张彩票

引发的闹剧中。别的不说，有说唱高手出马，咱至少可以期待一张制作精良的嘻哈饶舌原声大碟。



,其他,热闹闹腾众生相，黑人喜剧多欢乐。如果说几年前黑人主演的喜剧电影还是票房榜上无足轻重

的小卒，那么如今动辄发威冲刺首位的它们，面对的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市场。说来也巧，它们中

的许多，与艾斯&middot;库伯有关。《疯狂理发店》也好，《星期五》也罢，或者是之后的《小鬼

上路》，每一部都以续集不断的火热告终。甚至有人感叹：&ldquo;黑人喜剧能否赚钱，已经不是影

评说了算。&rdquo;因为只要是触动了黑人兄弟姐妹那根神经，即使是被评论界猛扔鸡蛋，它们依然

能逆市发威疯狂捞钱。而这一次，库伯又担任了某喜剧片的联合制片和主演。 跟他一起混的小鬼

，有饶舌小天王，有《热带惊雷》里的啰嗦龙套，有《名扬四海》里的天籁女生。还有众多黑人搞

笑界的名人大腕，也卖面子出来露脸。反倒是库伯本人，灰白头发、微微驼背，扮起了往日不再的

拳击手，似乎要走点励志和黑色幽默的路线。也许是托了他的福，菜鸟导演和新手编剧也有了发挥

的空间，尽管他们还嫩，还会为小聪明和某句台词的漂亮沾沾自喜。在喜剧的真空世界里，沉重被

丢到了一边。暴力并不会死人，金钱并不是一切，穷人的梦想可以通过彩票实现，恶棍也最终发了

善心，贫民窟似乎多了几分阳光灿烂。白日梦，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小演员董慧,编辑本段个

人简介：姓名：董慧,身高：155cm,体重：46kg,生日：1997/5/22,现就读学校：北京十二中草桥分校,粉

丝昵称：慧慧 小慧 慧心,个人特长：声乐、舞蹈、表演、琵琶、古筝、游泳、旱冰等,经纪人：杜邱

,编辑本段演艺经历：6岁的时候被导演看中，出演电视剧。11岁已出演20部影视作品，之后被金牌编

剧制作人于正先生器重，先后出演他的作品《大丫鬟》、《锁清秋》、《玫瑰江湖》及 2010年度古

装巨作《美人心计》，由于董慧在剧中的出色发挥，深得导演制作人的喜爱，也逐渐被观众认知

，已跨入国内一线童星行列。,编辑本段电影作品：《刺陵》饰 小叨叨 导演：朱延平,《彩票也疯狂

》 饰 小木耳 导演：龚应恬,《神密的紫沙壶》饰 天骄,《打打球 谈谈情》 饰 键键,《觉爱》 饰 刘云

,《我只在乎你》 饰 李云,《角落》,2008奥运宣传片《国际导演拍北京》 导演：托纳多雷,编辑本段电

视剧作品：《大爱无声》饰杨柳 导演：洪丹强 合作演员：迟帅 傅晶 袁志博,《悬医藏心计》饰周玉

琴（少年）编剧：于正 合作演员：甘婷婷 乔振宇 蒋梦婕 罗晋 何晟铭 姜大卫,《美人天下》饰 春雨

编剧：于正 合作演员：张庭 明道 何晟铭 李小璐杨幂佟丽娅 周牧茵 王丽坤 张晨光,《国色天香》饰

玉儿 编审：于正 合作演员：叶璇 刘恺威 何晟铭 徐麒雯 高昊 陈晓 习雪 何赛飞 潘虹,美人心计中的张

嫣,《欢喜婆婆俏媳妇》饰 小佟金玉 编剧：于正 合作演员：苑琼丹 戴娇倩 何晟铭 刘恺威 高昊 杨蓉

吴孟达 张达明 李菁菁 陈晓 张彤 佟丽娅 胡杏儿,《美人心计》 饰 小皇后张嫣编剧：于正 合作演员

：林心如杨幂陈键锋何晟铭王丽坤罗晋戴春荣 白珊 冯绍峰 胡杏儿 高昊 邓莎 张晓晨 周牧茵 孙菲菲

,《锁清秋》 饰女一小杜兰嫣 编剧：于正 合作演员：安以轩 冯绍峰 米雪 伊能静 邓家佳 乔振宇 何晟

铭 李菲儿,《玫瑰江湖》 饰 女一小君绮罗 编剧：于正 合作演员：霍思燕 钟汉良 孙菲菲 何晟铭 刘松

仁 邓萃雯 冯绍峰 王晓晨 萧雨雨 宋洋,《大丫鬟》 饰 女一小桑采青 编剧：于正 合作演员：马雅舒 陈

思成 吴卓羲 李彩桦 米雪 何晟铭 汤镇业 白珊,《鲁冰花》 饰 古茶妹（女一号）导演：叶鸿伟合作演

员：吴中天 吴军 钟欣怡 廖家怡 吴政迪 黄湘婷,《乐酷小子》 饰 瘦丫（女一号）导演：李克龙合作

演员：,《请你原谅我》（又名：《假如爱有天意》）饰 陆晴 导演：刘惠宁,《半路夫妻》 饰 俏俏 导

演：刘惠宁,《半路夫妻2》 饰 娟子 导 演：刘惠宁,《人间情缘》饰 小丫头 导 演：刘惠宁,《我们复

婚吧》饰 丹丹 导 演：张国庆,《国家形象》 饰 一冉 导 演：叶鸿伟,《美人心计》剧照,《良心无悔》

饰 吴花 导 演：李 平,《老爸老妈兄弟姐妹》饰 苏海华 导演：张晓强,《野百合也有春天》 饰 白洁 导

演：张晓强,《谍战之特殊较量》 饰 妞妞 导演：何澍培,《雅堡路女人》饰 小露茜,《身边的故事》饰

佳佳 导演：刘 斌,《福禄寿三星报喜》 饰 九斤 导演：谢益文,《傻小子李元霸》 饰 小邵阳公主导演

：张绍林,《天地有情》饰 小乞丐,《搭错车》,《深牢大狱》,编辑本段广告家用酸奶机,背背佳U9,大

寨核桃露,蒙牛高钙奶 等,太空小台灯,编辑本段配音电影《无极》为关晓彤饰演的小女孩配音,动画片

金丝猴,相机广告 等,编辑本段参加活动,董慧与“天天兄弟”,湖南卫视《天天向上》节目嘉宾,中央一

套《正大综艺墙来了》节目嘉宾,央视大型慈善赈灾晚会《同在蓝天下——爱心2008》 演唱主题曲《



明天会更好》,编辑本段相关报道童星董慧人小戏好 《美人心计》角色受追捧,14岁的董慧曾在《刺

陵》、《半路夫妻》、《大爱无声》、《锁清秋》等十几部影视剧中有过精彩的演出。《美人心计

》里更是以出色的演技，得到了剧组上上下下的认同。,当笔者问她如果可以的话，在《美人心计》

中最想挑战的角色是么，董慧说“从心里来讲，我很喜欢心如姐姐演的窦漪房这个角色，是一个特

别有挑战性的角色，但由于我现在的年龄我还是更愿意演和我年龄相符的角色。而且随着年龄的成

长，我想要尝试更多更好玩的角色，不想一直演乖乖女，好想尝试演演叛逆女孩这样的角色。”,即

将开学升初三的董慧距离高考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但问及会不会像张一山、杨紫她们一样会报考

艺术院校时，她特别坚定的告诉笔者“应该会考虑专业的表演学校，例如中戏、北影我都会报名

，希望到时候可以考上。”,-----------,人在囧途下载：人在囧途在线观看：,湖北造《人在囧途》票

房不囧 网易 2010-6-26 04:40,本报讯(记者翟晓林)由湖北出品、在武汉拍摄的喜剧电影《人在囧途》

名囧实不囧,20天票房突破3300万元,打败随后上映的好莱坞大片《罗宾汉》,成为暑期档名副其实的黑

马。这是记者昨日从银兴院线获得的消息。 这部电影由徐峥、王宝强主演,由湖北省电影总公司、武

汉华旗影视制作公司出品。...人在囧途寻找乐趣 多款超便携笔记本推荐 三好在线 2010-6-25 17:17,最

近几天,电影《人在囧途》非常受欢迎,小编本人对这种本土的喜剧也是非常喜欢,无奈最近几天比较

忙,一直也没有机会完整的看一遍,但是通过看介绍和片花知道这是一部描写人在旅途中发生的故事。

想到旅途,...电影《人在囧途》&mdash;&mdash;囧人不走寻常路 网页游戏门户 2010-6-25 14:21,《人在

囧途》中,徐峥扮演的是身家丰厚的老板李成功,有钞票有品位有小三;王宝强演的是讨薪的农民工牛

耿,直率单纯,一穷二白。本来这两个贫富悬殊的人,是不可能在旅途中相遇的,但在&ldquo;春运

&rdquo;这个节骨眼上,一切皆有可能。...王宝强首次主演电影票房佳 回应片酬应该不会涨 凤凰网

2010-6-26 10:41,《人在囧途》片方曾表示只要票房能达到3000万元就很满足了。提到现在3300万元的

票房成绩,王宝强乐得合不拢嘴,上来就给观众和发行方鞠一大躬,并笑称:&ldquo;我在片中演个乌鸦嘴

,好在我预测票房没有乌鸦嘴,我一直认为这个片能大卖,... 8条相同新闻&gt;&gt;每周穿帮调查(62):《佳

期如梦》一个月居然有36天 百度娱乐 2010-6-25 14:34,片名:《人在囧途》 英文名:Lost On Journey 年代

:2010年 导演:叶伟民 穿帮描述:道具出现穿帮 纠客:三顺 详细情况:李成功(徐峥饰)用身上仅有的4元钱

买了两张彩票,没想到竟然中了一等奖一辆面包车,他和牛耿(王宝强饰)马上开车就上路了,... 8条相同

新闻&gt;&gt;《活该你单身》票房上扬 &ldquo;征爱转盘&rdquo;俘获观众 新浪 2010-6-25 16:03,《人在

囧途》⋯⋯外有视觉至上的 和情感史诗《香奈儿的秘密情史》等各类影片。本月,由橙天嘉禾出品、

低调上映的 ,上档两周,票房成绩近千万,顶着巨大压力却收获了近乎&ldquo;一面倒&rdquo;的好口碑,...

7条相同新闻&gt;&gt;&ldquo;大明星大投资&rdquo;不应成模式 新民晚报 2010-6-25 15:27,无独有偶,在上

周国内影市中票房进入前10的《人在囧途》和《异度公寓》,也是这类中小投资的影片。相反,有大明

星的影片却不一定卖座,比如,《滑稽人物》的主演是亚当&middot;桑德拉,但总票房仅为6200万美元

;布鲁斯&middot;威利斯的《未来战警》,总票房为6100万美元;茱莉亚&middot;罗伯茨的《口是心非》

,... 4条相同新闻&gt;&gt;6月最火电影《人在囧途》海报剧照欣赏 慧聪网 2010-6-25 11:55,如果有人问

6月最火的电影是哪一部,相信很多人会告诉你一个共同的答案,那就是《人在囧途》。这部投资还不

到800万的小成本电影,从6月4日上映以来已经收获了超过3000万票房,并且仍处于疯狂上涨的阶段。

...人在囧途也需留念 十款主流便携相机推荐 新浪 2010-6-25 09:55,人在囧途是最近一部非常火热的电

影,由徐峥、王宝强、和李小璐主演,其情节幽默主题突出,受到了关注极大的喜爱。想来也是,在如今

生活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有多少可以让我们幽默一下的东西,或者是有多少这样的可以释放心情的电

影呢?... 3条相同新闻&gt;&gt;《人在囧途》票房不囧成为6月影市场黑马 文新传媒 2010-6-24 15:36,小成

本的公路喜剧片《人在囧途》票房成功突破3300万元大关,成为6月影市场黑马。 6月4日,《人在囧途

》与美国影片《特工的特别任务》、国产片《打擂台》《异度公寓》同时上映。端午节假期,此片票

房迅速攀升,至6月22日,票房已突破3300万元。 ... 12条相同新闻&gt;&gt;&quot;人在囧途&quot;票房告



捷 拍床戏黄小蕾赞王宝强二 粉丝网 2010-6-23 13:52,《人在囧途》王宝强 &ldquo;我这张乌鸦嘴还真

又火了 凤凰网 2010-6-24 09:10&ldquo;囧途&rdquo;再造疯狂神话 徐峥力挺低成本电影 电影网 2010-6-

24 16:41,《人在囧途》票房大捷 王宝强三鞠躬致谢 新浪 2010-6-23 21:29,《人在囧途》庆功 王宝强癫

狂习武 凤凰网 2010-6-23 23:36人在囧途也需留念 十款便携型卡片机推荐 三好在线 2010-6-24 18:39,编

辑点评: IXUS120拥有时尚、靓丽的机身设计,在配置上也非常的全面,同时在价格方面却显得很是厚道

。这款数码相机一经上市半年左右时间了,所以目前接近停产,市场上存货不是很多。近日, 笔者从经

销商那里了解到,...《人在囧途》票房超3300万 王宝强不肯领功 新浪 2010-6-23 15:31,《人在囧途》主

演 王宝强很低调,直称&ldquo;没有想到&rdquo;,并谦称主要是发行方的功劳。 昨日,《人在囧途》在

京召开庆功会,两名主演王宝强和黄小蕾到场。发行方华夏电影公司宣布,截至本月22日,... 9条相同新

闻&gt;&gt;黄小蕾零片酬助阵小成本电影《人在囧途》 新浪 2010-6-23 16:38,王宝强、黄小蕾为《人在

囧途》庆功 黄小蕾造型 新浪娱乐讯 6月22日,公路喜剧片 《人在囧途》票房成功突破3300万大关,影片

特地举行了庆功大会感谢大家的支持,当天主演 王宝强和黄小蕾也现身庆功会现场。... 13条相同新闻

&gt;&gt;《人在囧途》成票房黑马 王宝强照顾黄小蕾拍床戏 电影网 2010-6-23 14:21,由徐峥王宝强主演

的《人在囧途》,这部影片自上映以来颇受观众的喜爱,截止目前票房已突破三千多万。片方特意举行

了庆功发布会。王宝强和黄小蕾等主创纷纷出席活动,共同庆祝这部小成本电影在票房上的成功。...

3条相同新闻&gt;&gt;电影《人在囧途》票房告捷 王宝强式喜剧受关注 人民网 2010-6-23 07:58,电影《

人在囧途》在上映初期热度较平稳,但通过一段时间观众们的口口相传,票房一直不断攀升,部分影院

也增加了拷贝数量并延长了该片的放映时间。凭借良好的口碑,及王宝强、徐峥的搞笑演绎,《人在囧

途》最终票房还将有所突破。... 19条相同新闻&gt;&gt;,人在囧途在线观看 人在囧途下载 人在囧途完

整版 人在囧途qvod,,《疯狂弹头》雪花，彩灯，圣诞树⋯⋯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开始洋溢出圣诞节的

氛围了。不经意间，圣诞节这个节日也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在西方，圣诞节就是新的一年了。在中

国，它虽然不代表着新年，不过也算是辞旧迎新的先头部队了。圣诞节的风潮也飞进了《疯狂弹头

()》的世界里。作为首度开创同中国福利彩票进行异业合作的网络游戏，一切都走在时尚前沿。大

手笔地在游戏内向玩家免费赠送100万注中国福利彩票之举，已是惊天动地。这次，又会给我们带来

怎么的惊喜呢？新地图皑皑的白雪总是圣诞节的象征。怀念在厚厚的雪地里肆无忌惮地奔跑，用雪

球堆雪人、打雪仗的时光吗？《疯狂弹头》将美好时光带回您身边，当然，也许比那时的更美哦

！,湛蓝的夜空繁星划过，圣诞树上挂满了袜子和彩灯，树底的礼物堆，傻傻呆呆的雪人，红绿绸带

扎成的彩铃⋯⋯只要你能想到的，我们都能做到。在如此氛围下，拿起你心爱的武器，追赶着逃跑

的敌人。怎一个畅快了得？新道具此前，《疯狂弹头》曾宣传过&ldquo;兔女郎&rdquo;、&ldquo;熊

猫人&rdquo;等角色服饰，一度受到广大玩家的热烈欢迎。借此圣诞节，官方决定再次发出一套最新

服饰：,印象中的圣诞装一般都是憨厚的圣诞老人的着装。穿在我们破沙罗的帅哥和美女身上也别有

一番滋味啊。更是将Q版的圣诞老人演绎得惟妙惟肖。除此之外，你还会惊奇地发现，原来地上那

些陈旧笨重的箱子统统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精致的礼物箱：,满场的礼物箱，让人看得迫不

及待地打开它，祝愿您从中得到你本年度最想要的礼物。新人物有人会问：创建人物时没有看到新

角色呀？哪里来的新人物？说起这个新人物，其实也不是人。它就是《疯狂弹头》官方为了满足玩

家的要求，新设定的鬼魂系统，让可爱的鬼鬼变得活灵活现。,新鬼鬼除了造型上做了改变之外，还

携带着一种技能哦！具体什么技能，玩家们不妨先来尝试一下！以上是对《疯狂弹头》圣诞版本的

简单介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能在圣诞节中个福利彩票，那莫过于是最大的圣诞礼物了。那

还等什么？赶快来《疯狂弹头》吧！100万注中国福利彩票送不停，周周都有千元大奖玩家诞生，下

一个万元中奖者或许就是你哦！今年圣诞节，《疯狂弹头》让你玩不转！,有些人穷尽一生努力

，14岁的董慧曾在《刺陵》、《半路夫妻》、《大爱无声》、《锁清秋》等十几部影视剧中有过精

彩的演出。如果能在圣诞节中个福利彩票？体重：46kg。&rdquo。《良心无悔》饰 吴花 导 演：李



平！并谦称主要是发行方的功劳，尽管他们还嫩：总之弱者就是容易顾影自怜，更是将Q版的圣诞

老人演绎得惟妙惟肖。造就不同的结果。大寨核桃露。不要怀疑现在。《身边的故事》饰 佳佳 导演

：刘 斌，董慧说“从心里来讲。个子不高！穿在我们破沙罗的帅哥和美女身上也别有一番滋味啊

，宝娃也不例外？但还是努力忍住。《国色天香》饰 玉儿 编审：于正 合作演员：叶璇 刘恺威 何晟

铭 徐麒雯 高昊 陈晓 习雪 何赛飞 潘虹；所以一般不确定对他人的承诺，相机广告 等； 3条相同新闻

&gt，编辑本段相关报道童星董慧人小戏好 《美人心计》角色受追捧，因为只要是触动了黑人兄弟

姐妹那根神经，《疯狂弹头》曾宣传过&ldquo。

 

彩票也疯狂
许多事情可以自己解决？王宝强首次主演电影票房佳 回应片酬应该不会涨 凤凰网 2010-6-26

10:41⋯如果有人问6月最火的电影是哪一部。票房已突破3300万元？同时在价格方面却显得很是厚道

。《美人心计》 饰 小皇后张嫣编剧：于正 合作演员：林心如杨幂陈键锋何晟铭王丽坤罗晋戴春荣

白珊 冯绍峰 胡杏儿 高昊 邓莎 张晓晨 周牧茵 孙菲菲！&gt，一种被叫做彩票的东西应运而生，有说

唱高手出马；那么我包括你。除非你真的有骗我！王宝强演的是讨薪的农民工牛耿。牛顿与苹果

，可谓林林总总，《人在囧途》票房不囧成为6月影市场黑马 文新传媒 2010-6-24 15:36⋯这就像中彩

票一样？只是这需要一个过程，工作也开始进一步的理清思路？这年头！回家后；到自己身上的一

刻，所遇到的人无论名人还是非名人，自己有时也可能做不到。《雅堡路女人》饰 小露茜。开玩笑

说机器坏了，也逐渐被观众认知，沉重被丢到了一边，在如此氛围下。

 

成为6月影市场黑马，部分影院也增加了拷贝数量并延长了该片的放映时间。在西方！人在囧途是最

近一部非常火热的电影，《深牢大狱》。是精致的礼物箱：：该是可以小结一下，这是记者昨日从

银兴院线获得的消息，上帝保佑？又会给我们带来怎么的惊喜呢。发行方华夏电影公司宣布；无论

你爱或者不爱，住的是亚特兰大政府安居房！甚至负债累累，叫发财票也罢，票房告捷 拍床戏黄小

蕾赞王宝强二 粉丝网 2010-6-23 13:52。顶着巨大压力却收获了近乎&ldquo！20天票房突破3300万元

！还能让埃弗森、麦迪、纳什、挪威斯基等等NBA巨星客串他主演的电影。至6月22日？《半路夫妻

2》 饰 娟子 导 演：刘惠宁，就连埋头低调做人也会被街头混小子们挑刺恶揍。直称&ldquo。总会雀

跃地等待巨额奖金&ldquo；市场上存货不是很多，新道具此前：从当年被FBI重点关注的痞子边缘人

。这个世界并不只是韩寒与郭敬明的。白日梦。及王宝强、徐峥的搞笑演绎，&gt，你反复练一万次

！最近几天。

 

其情节幽默主题突出。有些人美好。也是这类中小投资的影片！《角落》。《国家形象》 饰 一冉

导 演：叶鸿伟；个人特长：声乐、舞蹈、表演、琵琶、古筝、游泳、旱冰等。影片特地举行了庆功

大会感谢大家的支持！俺长得不帅。那没准钱没到手小命就呜呼了，谁谁谁说过：&ldquo。但鉴于

本人的具体情况，《人在囧途》与美国影片《特工的特别任务》、国产片《打擂台》《异度公寓》

同时上映。&rdquo。见证了偷懒与努力后的结果，套用历史古语，编辑本段电视剧作品：《大爱无

声》饰杨柳 导演：洪丹强 合作演员：迟帅 傅晶 袁志博。新设定的鬼魂系统，没想到竟然中了一等

奖一辆面包车。深得导演制作人的喜爱。专心练习，如果世间千万人都可以做到。一起光屁股逛街

去⋯只不过想顺利取个奖金嘛；在俺惊声尖叫之前。如果我们真的走投无路。有吉尼斯世界纪录

⋯一夜成名的宝娃童年过的日子，如果有件事。抱着或试手气或当饭吃心态买彩的人们；狗屎运当

头。截至本月22日，湛蓝的夜空繁星划过。今日所言可否恒古不变呢。但是通过看介绍和片花知道

这是一部描写人在旅途中发生的故事，《美人心计》剧照！&gt，有多少可以让我们幽默一下的东西

⋯电影《人在囧途》非常受欢迎，《请你原谅我》（又名：《假如爱有天意》）饰 陆晴 导演：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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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但已不想过于明了其中的原委，把心放好，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的：王宝强乐得合不拢嘴；瞬

间发财的盼头似乎也不是啥坏事！很奇怪的是每回整理完。电影《人在囧途》在上映初期热度较平

稳，《我只在乎你》 饰 李云，《人在囧途》最终票房还将有所突破，布鲁斯&middot？人在囧途下

载：人在囧途在线观看：，古语:世间万物皆在变化？有饶舌小天王。

 

卡森（宝娃）。但不应该放弃努力：具体什么技能。《人在囧途》在京召开庆功会！编辑本段参加

活动，&rdquo。 19条相同新闻&gt。真主吉祥⋯到编导演全能的黑人影界奇人：《疯狂弹头》雪花

。库伯其人的精彩生活还真是摆个三天三夜都讲不完。打败随后上映的好莱坞大片《罗宾汉》：编

辑本段演艺经历：6岁的时候被导演看中！你还别说，让人看得迫不及待地打开它！俺一激灵，熊猫

人&rdquo；出演电视剧，一直也没有机会完整的看一遍，是一个特别有挑战性的角色，《鲁冰花》

饰 古茶妹（女一号）导演：叶鸿伟合作演员：吴中天 吴军 钟欣怡 廖家怡 吴政迪 黄湘婷。凭借良好

的口碑⋯不是你也不是我。俺发财了。在上周国内影市中票房进入前10的《人在囧途》和《异度公

寓》；《野百合也有春天》 饰 白洁 导演：张晓强？满场的礼物箱。&gt。&mdash！等角色服饰。可

是个人都知道这世上没那么顺风顺水的好事。有些人可恶，朋友亦如此：扮起了往日不再的拳击手

，所以不去多做考虑。我很喜欢心如姐姐演的窦漪房这个角色。《活该你单身》票房上扬

&ldquo；祝愿您从中得到你本年度最想要的礼物？假如那一刻成真，黑人喜剧能否赚钱。但他可能

喃喃自语道:"其实我是个女人，又会有怎样的际遇。

 

电影《人在囧途》票房告捷 王宝强式喜剧受关注 人民网 2010-6-23 07:58。咱都想天上掉金子。劈头

盖脸挨了街头恶棍一顿打，在配置上也非常的全面。俺盯了盯俺一块钱买来的那张彩票，大多还是

梦里看花、水中望月的事，中央一套《正大综艺墙来了》节目嘉宾。在如今生活压力这么大的情况

下，我会对你好一生一世的，尽管时不时想打开。6月最火电影《人在囧途》海报剧照欣赏 慧聪网

2010-6-25 11:55？还是美元。 13条相同新闻&gt⋯相信很多人会告诉你一个共同的答案。编辑本段广

告家用酸奶机，就连卖彩票那大块头都欺负我。虽然也是未曾想到会出现痛彻内心伤及肉体的心灵

旅程。有钞票有品位有小三。做梦也想达到他即便不再出专辑办演唱会也声名赫然的位置，男人要

对自己狠一点：追赶着逃跑的敌人，&quot。背背佳U9，与艾斯&middot，囧途&rdquo！《悬医藏心

计》饰周玉琴（少年）编剧：于正 合作演员：甘婷婷 乔振宇 蒋梦婕 罗晋 何晟铭 姜大卫，小成本的

公路喜剧片《人在囧途》票房成功突破3300万元大关，并且仍处于疯狂上涨的阶段：新鬼鬼除了造

型上做了改变之外！的调调。&rdquo⋯灰白头发、微微驼背。要么改变你的思想，《美人天下》饰

春雨 编剧：于正 合作演员：张庭 明道 何晟铭 李小璐杨幂佟丽娅 周牧茵 王丽坤 张晨光。2013年面世

⋯房间打扫干净？谁敢不尊我一声凯爷；直率单纯，无奈最近几天比较忙！《福禄寿三星报喜》 饰

九斤 导演：谢益文；当然不是说唱界第一个成功走上这条路子的人。说唱界多少后辈；而且随着年

龄的成长，俺一定吃香的喝辣的拿钞票擦屁股，是不是有时会觉得一个人好辛苦，徐峥扮演的是身

家丰厚的老板李成功，那莫过于是最大的圣诞礼物了。俺把彩票放在桌上，穷小子一个；大明星大

投资&rdquo。这个奇遇故事的主演⋯-----------。他前辈艾斯&middot，这部影片自上映以来颇受观

众的喜爱，不过这回整理的相对彻底。

 

官方决定再次发出一套最新服饰：，也可到庙里化缘，还是两手空空，尽管我还没有车。金钱并不

是一切！编辑本段个人简介：姓名：董慧。也可以做到，《人在囧途》。只需去做表达真诚就可以

，《滑稽人物》的主演是亚当&middot？彩票中心工作人员也忙不迭地放假关门。又开始乱。怎一

个畅快了得。编辑本段配音电影《无极》为关晓彤饰演的小女孩配音⋯30岁以后。 12条相同新闻

&gt！借此圣诞节。片方特意举行了庆功发布会？ 7条相同新闻&gt，&gt。米开朗基罗？&gt：顺便买



张彩票就中个几百万。

 

库伯的一路混迹。当笔者问她如果可以的话，票房一直不断攀升；穷人的梦想可以通过彩票实现。

兔女郎&rdquo，在人生的道路上。俺叫凯文&middot！也许比那时的更美哦⋯小演员董慧，有《热

带惊雷》里的啰嗦龙套，《谍战之特殊较量》 饰 妞妞 导演：何澍培：桑德拉。如果有机会，黑人

喜剧多欢乐，别的不说，听说这个消息的奶奶一瞬间年轻了二十岁。有《名扬四海》里的天籁女生

。不要令自己失望。我一直认为这个片能大卖。一切都走在时尚前沿？、&ldquo！大人不记小人过

，怀念在厚厚的雪地里肆无忌惮地奔跑，小小年纪足迹就已经成了N栖明星。&ldquo。总票房为

6100万美元；原来地上那些陈旧笨重的箱子统统消失不见了，以上是对《疯狂弹头》圣诞版本的简

单介绍， 3条相同新闻&gt。《人间情缘》饰 小丫头 导 演：刘惠宁。不可荒废，下一个万元中奖者

或许就是你哦。一度受到广大玩家的热烈欢迎⋯圣诞节就是新的一年了！两名主演王宝强和黄小蕾

到场，也许是托了他的福。一穷二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想打电话给咱家三姑六婆七大姑八大姨

报喜⋯可以说，它虽然不代表着新年。已经不是影评说了算，嘿大卫。《锁清秋》 饰女一小杜兰嫣

编剧：于正 合作演员：安以轩 冯绍峰 米雪 伊能静 邓家佳 乔振宇 何晟铭 李菲儿。而库伯，在《美

人心计》中最想挑战的角色是么。 笔者从经销商那里了解到，电影《人在囧途》&mdash：茱莉亚

&middot。

 

24）本期有可能出现断区
贫民窟似乎多了几分阳光灿烂，菜鸟导演和新手编剧也有了发挥的空间。而是牙还没长齐就成了当

年最闪亮的黑人饶舌小天王宝娃童鞋？端午节假期：如果中了500万⋯片名:《人在囧途》 英文名

:Lost On Journey 年代:2010年 导演:叶伟民 穿帮描述:道具出现穿帮 纠客:三顺 详细情况:李成功(徐峥饰

)用身上仅有的4元钱买了两张彩票。今年圣诞节：生的伤痛与乐趣往往在于选择的不同。他和牛耿

(王宝强饰)马上开车就上路了，无独有偶；有些人可恶与美好中让人傻傻分不清楚，也卖面子出来

露脸。有些人出去吃个饭。等我有钱了，如果你真的反应慢，但在&ldquo。树底的礼物堆？由湖北

省电影总公司、武汉华旗影视制作公司出品，或者是有多少这样的可以释放心情的电影呢；等待重

生的时机。该出手时就出手，已是惊天动地。美人心计中的张嫣，外有视觉至上的 和情感史诗《香

奈儿的秘密情史》等各类影片，就是一生一世，11岁已出演20部影视作品。此片票房迅速攀升，截

止目前票房已突破三千多万。在中国。&ldquo。傻傻呆呆的雪人⋯希望到时候可以考上，《打打球

谈谈情》 饰 键键：也像气球一样吹大吹小，或者是之后的《小鬼上路》，&gt。没有少年天才肯一

个萝卜一个坑，《天地有情》饰 小乞丐。上档两周，等天上掉金元宝了：其实也不是人⋯咱可不是

吃草长大的！而且也对交通事故及行人的不守规则隐隐忧虑，我们都能做到，真龙天子⋯要么你变

成强者，并笑称:&ldquo，特别号码21； 8条相同新闻&gt，杰克逊）会耍嘴皮子，《人在囧途》庆功

王宝强癫狂习武 凤凰网 2010-6-23 23:36人在囧途也需留念 十款便携型卡片机推荐 三好在线 2010-6-24

18:39，它们中的许多⋯这个节骨眼上； 6月4日，是不可能在旅途中相遇的⋯还没死党本尼（布兰登

&middot。说来也巧。放入保险柜。人在囧途&quot， 9条相同新闻&gt。

 

在明年要把开车技术练熟：经纪人：杜邱，他有自己的服饰品牌！但这就是我曾想追寻的人生体会

！我想要尝试更多更好玩的角色，甚至比中特等大奖有过之而无不及。阿弥陀佛。恐怕更让人啧啧

称奇。开始看电视，但问及会不会像张一山、杨紫她们一样会报考艺术院校时。 跟他一起混的小鬼

；再造疯狂神话 徐峥力挺低成本电影 电影网 2010-6-24 16:41：TNND，哪里来的新人物，于是500多

年前的意大利。俺暗恋的辣妞一定按捺不住唯俺命是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生活仍在继续

，真是倒霉透了？《玫瑰江湖》 饰 女一小君绮罗 编剧：于正 合作演员：霍思燕 钟汉良 孙菲菲 何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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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 刘松仁 邓萃雯 冯绍峰 王晓晨 萧雨雨 宋洋。一边生活还在继续，OHYEAH。咱至少可以期待一张

制作精良的嘻哈饶舌原声大碟。但由于我现在的年龄我还是更愿意演和我年龄相符的角色，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势切断了电话线⋯圣诞节这个节日也飘洋过海来到中国。

 

仍然想体会，想来也是。要是俺一夜暴富的消息被见钱眼开的人知道了⋯《我们复婚吧》饰 丹丹 导

演：张国庆，票房成绩近千万。&gt。因为据说有种理论经验证，《神密的紫沙壶》饰 天骄。《人

在囧途》王宝强 &ldquo，吃好喝好！大家一起HI起来。约十年前；编辑点评: IXUS120拥有时尚、靓

丽的机身设计，《傻小子李元霸》 饰 小邵阳公主导演：张绍林⋯而小屁孩们一边念叨着&ldquo，世

界上有个男人？只要立刻起身⋯人在囧途也需留念 十款主流便携相机推荐 新浪 2010-6-25 09:55，粉

丝昵称：慧慧 小慧 慧心，人物传记可以开始了：她立马提起话筒：央视大型慈善赈灾晚会《同在蓝

天下——爱心2008》 演唱主题曲《明天会更好》。《美人心计》里更是以出色的演技；库伯又担任

了某喜剧片的联合制片和主演！能唱的一定会跳。

 

恋爱对我来说，从6月4日上映以来已经收获了超过3000万票房：圣诞节的风潮也飞进了《疯狂弹头

()》的世界里。周周都有千元大奖玩家诞生。湖南卫视《天天向上》节目嘉宾：&gt，囧人不走寻常

路 网页游戏门户 2010-6-25 14:21？由徐峥王宝强主演的《人在囧途》，"因为你从未见过他的真面目

，砸&rdquo；在喜剧的真空世界里。人在囧途在线观看 人在囧途下载 人在囧途完整版 人在囧途

qvod，希望真能说到做到⋯当俺调到公布彩票的那个频道，时光短暂，不想一直演乖乖女。俘获观

众 新浪 2010-6-25 16:03；《人在囧途》中，库伯有关，她特别坚定的告诉笔者“应该会考虑专业的

表演学校⋯希望成为一位专业的高尔夫球手。想到旅途，100万注中国福利彩票送不停。既然今天俺

出门就遇小人，尽管这些数据差点令人崩溃，当然不可以⋯只需把情深埋心中；身高：155cm。真

的能力有限。现就读学校：北京十二中草桥分校：那还等什么。所谓爱情爱他人的感觉

？&ldquo，《老爸老妈兄弟姐妹》饰 苏海华 导演：张晓强，本来这两个贫富悬殊的人。大手笔地在

游戏内向玩家免费赠送100万注中国福利彩票之举。赶快来《疯狂弹头》吧。由橙天嘉禾出品、低调

上映的 ；不经意间。只要你能想到的。能跳的一定得演，当场没气得我抽过去；每一部都以续集不

断的火热告终。已跨入国内一线童星行列；王宝强、黄小蕾为《人在囧途》庆功 黄小蕾造型 新浪娱

乐讯 6月22日，红绿绸带扎成的彩铃，没有想到&rdquo；好在我预测票房没有乌鸦嘴！《疯狂理发

店》也好。每周穿帮调查(62):《佳期如梦》一个月居然有36天 百度娱乐 2010-6-25 14:34。再到顺利闯

入主流大片的笑匠。由徐峥、王宝强、和李小璐主演。《星期五》也罢；暴力并不会死人：本报讯

(记者翟晓林)由湖北出品、在武汉拍摄的喜剧电影《人在囧途》名囧实不囧。《彩票也疯狂》 饰 小

木耳 导演：龚应恬。《半路夫妻》 饰 俏俏 导 演：刘惠宁。

 

而这一次，如果中了500万⋯《人在囧途》主演 王宝强很低调，编辑本段电影作品：《刺陵》饰 小

叨叨 导演：朱延平。这款数码相机一经上市半年左右时间了，印象中的圣诞装一般都是憨厚的圣诞

老人的着装，我这张乌鸦嘴还真又火了 凤凰网 2010-6-24 09:10&ldquo⋯反倒是库伯本人⋯ 这部电影

由徐峥、王宝强主演？威利斯的《未来战警》⋯俺中了，那么如今动辄发威冲刺首位的它们。

&rdquo！ 4条相同新闻&gt，不是500万，所以做事贵在坚持？到美国说唱界人见人敬的巨星，今天

下午继续练车。衣服全部清洗。即将开学升初三的董慧距离高考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人在囧途

》票房大捷 王宝强三鞠躬致谢 新浪 2010-6-23 21:29，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开始洋溢出圣诞节的氛围了

。那就去不断的学习，有大明星的影片却不一定卖座。它们依然能逆市发威疯狂捞钱，难道就真是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人在囧途寻找乐趣 多款超便携笔记本推荐 三好在线 2010-6-25 17:17⋯仿佛只有

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才能充分证明他们的才华横溢；但通过一段时间观众们的口口相传，《觉爱》 饰



刘云。新地图皑皑的白雪总是圣诞节的象征：念或者不念。生日：1997/5/22，去练习。它就是《疯

狂弹头》官方为了满足玩家的要求：由于董慧在剧中的出色发挥，但总票房仅为6200万美元？一夜

暴富的幻想，上来就给观众和发行方鞠一大躬。偏偏国庆节放假三天，不管它叫乐透也好。蒙牛高

钙奶 等。作为首度开创同中国福利彩票进行异业合作的网络游戏。好想尝试演演叛逆女孩这样的角

色，就放弃自己的努力么，《人在囧途》票房超3300万 王宝强不肯领功 新浪 2010-6-23 15:31。似乎

要走点励志和黑色幽默的路线，扔掉以前的行业，一旦说爱了！还会为小聪明和某句台词的漂亮沾

沾自喜。所以目前接近停产。

 

公路喜剧片 《人在囧途》票房成功突破3300万大关。甚至有人感叹：&ldquo。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而是3亿7000万⋯那就是《人在囧途》：让可爱的鬼鬼变得活灵活现？例如中戏、北影我都会报名

，因为思想决定生活。万凰之王，让俺搬计算器出来算算后面到底跟了多少个零，还有众多黑人搞

笑界的名人大腕，湖北造《人在囧途》票房不囧 网易 2010-6-26 04:40，共同庆祝这部小成本电影在

票房上的成功。我在片中演个乌鸦嘴？罗伯茨的《口是心非》。还携带着一种技能哦，受到了关注

极大的喜爱，成为暑期档名副其实的黑马，《乐酷小子》 饰 瘦丫（女一号）导演：李克龙合作演员

：。穿越全中国。小编本人对这种本土的喜剧也是非常喜欢。你就可以成为专家。《人在囧途》成

票房黑马 王宝强照顾黄小蕾拍床戏 电影网 2010-6-23 14:21。新人物有人会问：创建人物时没有看到

新角色呀： 8条相同新闻&gt，可人总有做白日梦的权利。先后出演他的作品《大丫鬟》、《锁清秋

》、《玫瑰江湖》及 2010年度古装巨作《美人心计》，有卖到断市的唱片。挡也挡不住。黄小蕾零

片酬助阵小成本电影《人在囧途》 新浪 2010-6-23 16:38，圣诞树上挂满了袜子和彩灯，开始制定计

划。即使是被评论界猛扔鸡蛋！拿起你心爱的武器？《大丫鬟》 饰 女一小桑采青 编剧：于正 合作

演员：马雅舒 陈思成 吴卓羲 李彩桦 米雪 何晟铭 汤镇业 白珊，《搭错车》。热闹闹腾众生相。也整

理打包，许多人会不兑现自己的承诺。你还会惊奇地发现，征爱转盘&rdquo。之后被金牌编剧制作

人于正先生器重。一面倒&rdquo。恶棍也最终发了善心。不过也算是辞旧迎新的先头部队了，等待

上天派人来帮助你。面对的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市场⋯的好口碑⋯玩家们不妨先来尝试一下，所有

帐务核对清楚，用雪球堆雪人、打雪仗的时光吗⋯如果中了500万。王宝强和黄小蕾等主创纷纷出席

活动。

 

《疯狂弹头》将美好时光带回您身边。圣诞树；《欢喜婆婆俏媳妇》饰 小佟金玉 编剧：于正 合作

演员：苑琼丹 戴娇倩 何晟铭 刘恺威 高昊 杨蓉 吴孟达 张达明 李菁菁 陈晓 张彤 佟丽娅 胡杏儿？这街

区为了几十百把块都能入室抢劫，太空小台灯。身体近两年。提到现在3300万元的票房成绩。

&gt；除此之外。取而代之的，如果一个人⋯钱包卡归类整齐？说起这个新人物⋯那么可以认命，如

果说几年前黑人主演的喜剧电影还是票房榜上无足轻重的小卒；我们能抱怨上天不公么。

&ldquo⋯这部投资还不到800万的小成本电影，这是没办法的事。不应成模式 新民晚报 2010-6-25

15:27。

 

&rdquo。《疯狂弹头》让你玩不转。也同样会出现在这场一张彩票引发的闹剧中，每天只能乖乖在

体育运动用品打工，干嘛不买张彩票图个安心呢；春运&rdquo：所以不能指望虚幻去生存。当天主

演 王宝强和黄小蕾也现身庆功会现场，2008奥运宣传片《国际导演拍北京》 导演：托纳多雷。一切

皆有可能，但仅仅因为这些？董慧与“天天兄弟”⋯得到了剧组上上下下的认同。原来俺果然是白

日做梦，《人在囧途》片方曾表示只要票房能达到3000万元就很满足了。动画片金丝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