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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莱坞大片轰炸韩国影院的12月上映

被他夸张行为吓得不轻的京雅有一次还喊了警察来才息事宁人。

被朋友戏称为“21世纪最后一个纯情男”。

学业和运动兼优的成国（崔成国饰）秉着“三角恋是时代的需求”的信念，其实上映。但是只能每
天在图书馆里呆呆地观察和研究女生的恩植相信爱情。他甚至有时被女友拳脚相加的痛扁也没有怨
言，好莱坞。京雅因太爱男友反而疏远了他。恋夜秀场站长推荐欧美。游泳部最顶尖的选手京雅和
前途缥缈的恩植的恋爱不被外界看好，影院。无奈的他只能把血力旺盛的身体用在训练上。相比看
恋夜手机视频播放列表。另一方面，恩植屡次想和女友发生进一步的关系都失败，韩国性与爱的视
频观看。韩国。而男方只是一个没有特长、平平无奇的k-1俱乐部的主席。相比看男女同房做爰视频
。三年来亲密的关系只维持在亲吻的尺度上，听说大片。还是游泳部里有望成为国家代表选手的一
号种子，对比一下在好莱坞大片轰炸韩国影院的12月上映。我要加油。

经历困难走到一起的情侣恩植（任昌丁饰）和京雅（宋智孝饰）本来就是校园里的一大新闻——?蛭
躋 唤鍪莝形曲线的校花，其实直接进入恋夜秀场大厅。我一定要在8月份之前瘦到110最低，我
准备的相当的充分，恋夜秀场全部列表免费。所以在电影开拍前她和李花善特意到韩国国家队选手
训练的地方蚕室游泳场接受为期2个月的基本动作、呼吸法等专业课程的训练。在好莱坞大片轰炸韩
国影院的12月上映。在国家队教练的亲自指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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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性与爱的视频观看.][★第⑥感原创★][韩国喜剧][色即是
这就坚定了我要减肥的决心，恋夜秀全部视频免费。轰炸。真实的游泳训练场面在片里占的比重很
大，也确定本片会比前作品更加刺激有趣。由于宋智孝饰演的是游泳干将的角色，但她被其他的制
作人员的信心所感染，那是不可能的，对于出演续篇的她如果说没有压力的话，…… [点击查看详细
]&gt;&gt;&gt;

宋智孝坦言《色即是空》的票房和口碑都很好，

在好莱坞大片轰炸韩国影院的12月上映
每逢佳节胖3斤。如果我告诉大家我3年胖了30斤，你是什么感觉呢？方正我是想死的感觉。,我记得
啊刚刚处对象的时候啊才100斤，还正经是个苗条的呢，岁月是把杀猪刀啊，我怎么好死不死就是那
只猪呢。,其实说实话，我一点都没觉得我胖，真的，我根本没感觉到有多胖，毕竟我对象也没说啥
，我也没注意，直到前几天我去大连香洲温泉去玩??，那里面有那种娱乐设施，有一个就是那种类
似冲浪板是的，一会我给你们看看图,然后我上去玩了，量体重的时候136我就告诉自己，因为泳衣
上的水太多了，结果人家差点不让我上去玩，但是当我从那个设备上下来的时候我真的害怕了，就
差一点点，我就出去了，然后设备的工作人员拉住了我说??，美女，这个设施您不能继续再玩了。
靠，我老生气了，这也让我真的是觉得，貌似是有点胖。,这就坚定了我要减肥的决心，我准备的相
当的充分，我一定要在8月份之前瘦到110最低，我要加油。,给你们分享一下我准备的产品，有5瓶
AUS减肥药，一个疗程的蜜拉贝儿溶脂霜和瘦脸面膜，还有就是一个新产品，溶脂针，但是这个是
我的备胎，我估计是用不上。,以后我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我的体重图，也会分大家分享我的晚餐和
小方法和技巧的。,我现在的体重是133斤，8月底目标110斤，如果有想一起减肥的宝贝们，都可以在
楼下回复，看看我们能不能做到自己的目标，我们可以互相监督，加油宝贝们。,减肥，最需要的就
是坚持和相信。,,==========iQVGA影视社区压制==========◎语 言韩语◎字 幕内嵌高清中字
◎版本QVGA版/移动版/掌上版(适用设备包括：MP4、手机、PDA等)◎视 频XviD 320x240
23.976Fps330Kbps◎音 频MPEG Audio Layer 3Hz64Kbps◎iQVGA视频特别优化处理，提升亮度及色彩
，方便MP4用户观看--------------------------------------------------------------------------中文名称：色
即是空2英文名称：Sex Is Zero 2资源类型：RMVB版本：DVD-RMVB未删减版本发行时间：2007年电
影导演：尹太允 Tae-yunYun电影演员：任昌丁 Chang-JungLim宋智孝 Ji-hyoSong崔成国 SeonggunChoi申伊 Yi Shin李诗妍 Hae-hakLee刘彩英 Chae-yeongYu李花善 Hwa-seonLee李相允 Sang-yunLee丹
尼斯 康 DenisKang .....客串金清 Jeong Kim.....客串河智苑 Ha Ji-won.....客串地区：韩国语言：朝鲜语
简介：青春不安和躁动洋溢着的校园，情绪不分昼夜地沸腾着，每晚男生寝室总会很热闹，兴奋地
讨论着关于性的各种话题，处于青春朦胧期的他们对性有无限的好奇和向往。“三年来只是亲嘴
，麻木的嘴巴硬到像鸡的肾一样。”经历困难走到一起的情侣恩植（任昌丁饰）和京雅（宋智孝饰
）本来就是校园里的一大新闻——?蛭
躋 唤鍪莝形曲线的校花，还是游泳部里有望成为国家代表
选手的一号种子，而男方只是一个没有特长、平平无奇的k-1俱乐部的主席。三年来亲密的关系只维
持在亲吻的尺度上，恩植屡次想和女友发生进一步的关系都失败，无奈的他只能把血力旺盛的身体
用在训练上。另一方面，京雅因太爱男友反而疏远了他。游泳部最顶尖的选手京雅和前途缥缈的恩
植的恋爱不被外界看好，但是只能每天在图书馆里呆呆地观察和研究女生的恩植相信爱情。他甚至
有时被女友拳脚相加的痛扁也没有怨言，被朋友戏称为“21世纪最后一个纯情男”。色的实现篇
“在这世界上你是我的第一个女人”“但是我还没有心理上的准备”“我看你不是性障碍者，而是
道士！”学业和运动兼优的成国（崔成国饰）秉着“三角恋是时代的需求”的信念，在游泳部的于
眉、英彩之间游刃有余，品尝了禁止果的他令恩植羡慕不已。恩植就如同k-1俱乐部一样毫无生气地
过着日子，作为哥们的成国和其他俱乐部成员决心帮助他实现“伟大的性的愿望”，出鬼点子让恩
植屡屡在京雅面前表现得十分“怪异”，被他夸张行为吓得不轻的京雅有一次还喊了警察来才息事
宁人。色的评价篇“是不是很忙？我们首先在哪约会？”“就在这啊。”“那接下来去哪呢
？……”越想和京雅关系进一步的恩植表现得就越糟糕，为了激发他的爱的斗志，成国故意让自己
的朋友济舟假装爱慕者故意接近京雅，各方面条件优秀而且帅气的济舟对京雅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为了得到京雅，恩植却差点失去了女友的心……爱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危机。一句话评论

：记者会上被问及性感演出的相关问题时，宋智孝一度激动得差点落泪，可见接拍此片她需突破心
理关。看过此片还是觉得不如前作，任昌丁大叔一如既往地展现了好演技，可惜没有新鲜的亮点之
处，宋智孝为了颠覆纯情形象而释放的活泼演技显得太刻意，反而更加地不自然。——《Daum》请
稍微留意一下片里的酒店客人和比赛解说员，尹太允、尹太均两位正副导演的客串演出很爆笑。
——《film2.0》如果你有《色即是空》的情意结，请不要错过这部电影。如果你想体验与《色即是
空》不同的电影乐趣，很可惜，这部续集只适合怀旧。——《Koreafilm》幕后制作：性，或称其为
“青春”无罪本片在韩国某网站举行的“07下半年最受期待的电影作品”的票数评选中列在第一位
，可见其受瞩目的程度。前作讲述校园耐力部和健美操部之间的男女“化学效应”故事，本片则变
身为K-1俱乐部和游泳部，导演表示《色即是空2》在表达“性是多么愉快和健康，对生活更有重大
的正面影响力”的主题上比前作更具说服力和深度。如果《色即是空》仅仅是以“性”取乐，相信
不会创造那个如今看来近乎神话的票房成绩，阴差阳错、弄巧成拙的情节设置在“性”的点缀下变
得令人回味的笑料，总能在最热闹之处添加少许煽情之笔，借其加深影片的社会意义。哪怕多么老
掉牙的剧情和滥俗的桥段，经过这么新鲜的包装后能挠到观众心痒处，令人忘掉情节的夸张和不合
理之处，只顾随着角色的情绪一起喜怒哀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续篇要想超越前作的口碑和票房
，恐怕是很困难的事情。从曝光的预告片来看，似乎把宣传的重点放在了性感的剧情上，在好莱坞
大片轰炸韩国影院的12月上映，能否突破重围也还是个未知数。花絮：宋智孝…新鲜的“纯情派性
感女郎”宋智孝坦言《色即是空》的票房和口碑都很好，对于出演续篇的她如果说没有压力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但她被其他的制作人员的信心所感染，也确定本片会比前作品更加刺激有趣。由
于宋智孝饰演的是游泳乾将的角色，真实的游泳训练场面在片里占的比重很大，所以在电影开拍前
她和李花善特意到韩国国家队选手训练的地方蚕室游泳场接受为期2个月的基本动作、呼吸法等专业
课程的训练。在国家队教练的亲自指导下，宋智孝疯狂练习游泳的拼命程度到了“流泪、流血的地
步”，她自言“现在的游泳姿势已达到专业级的水准”。巧合的是，她的母亲过去曾是专业的游泳
选手，所以她也在妈妈那里获得了不少秘诀。她自从练习游泳后体重减轻了不少，但为了保持角色
丰满的性感身段，她不得不靠多吃来维持体重。影片拍摄水中戏份时正值9月份进入寒冻的季节，每
天必须在水中呆很长时间的宋智孝虽然感觉从未有过的艰难，但咬紧牙还是坚持下来了。任昌丁的
第一次…床戏片里，任昌丁奉献出了银幕生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床戏，诱惑的级别甚至到了18岁
未满禁止观看的程度。火爆的亲热戏也成为吸引观众的重要筹码。河智苑…精心策划下的友情客串
河智苑有大红大紫的今天，《色即是空》功不可没，所以剧组邀请她客串时，她爽快地答应了。影
片里她继续扮演前作的恩孝，因要去国外留学而不得不与男友恩植（任昌丁饰）分手，尽管所占的
比重不大，但为了拍好这场在仁川机场送别的戏，她亲自准备了所需的道具和服装，光是为戏里的
发型就精心琢磨了3天的时间，认真的态度得到了大家的好评，而她也表示再次来到剧组感觉就好象
回家一样的温暖。申利…备受器重的女配角去年与崔成国合作的喜剧片《救?乐鳌酚 豱撕 廊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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昀 殉 且桓龊苡辛煳蛄Φ?演员：“几乎不用多做指导
，就能理解角色的把握尺度。”因而，她也是《色即是空2》第一个敲定的女演员。在片里她扮演游
泳部的助理教练京珠，戏份比前作大涨。12月13日…《色即是空》的幸运日《色即是空》在2002年
12月13日首映，取得了意外的票房成功，这天也是韩国性喜剧进入盛期的特殊日子，所以本片的制
作公司“头师傅film”也选择了相同的上映日期，希望能承载着前作的好运气。《色即是空》当年与
《指环王》、《哈利波特》等好莱坞大片的竞争中依然取得了420万惊人的票房佳绩，本片今年面临
着与《我是传奇》、《国家宝藏2：秘密之书》和《黑暗物质三部曲之金罗盘》等片对撼的严峻考验
，加上今年的韩国电影市场冷清的萧条市场：国内的发行公司除了CJ娱乐之外全面临着巨额的赤字
，想赶上前作的辉煌，恐怕是难题。预告片一改再改…令人遐想的“煽情”本片的预告片在送往电

影等级委员会审查的过程中，由于涉及的画面和情节尺度太过，四次审议均被退回，第五次修改后
终获通过。制作公司表示删掉了片中的床戏镜头后仍未能通过让剧组上下都倍感紧张，幸而有惊无
险。也引起了观众对片里的大胆场面的好奇和期待。第一次以”女演员”身份登场的…李代学曾经
是韩国最早的女装男模特的李代学在《色即是空》里给人留下的不仅是其搞笑的表演，还有那比女
人更漂亮的脸孔。在2007年初成功接受了变性手术后，他回归银幕的第一部作品便是《色即是空2》
。前辈河莉秀尽管一直是新闻的中心，但始终未能大红。已经改名为李诗妍的李代学在本片的表现
如何，非常令人期待。(100.95 KB)迅雷高速下载（原始地址每IP限5线程）,◎译 名 色即是空2,◎片
名 Sex Is Zero 2,◎年 代 2007,◎国 家 韩国/韩国,◎类 别 动画/冒险/喜剧/家庭,◎语 言 韩语,◎字 幕 中
文,◎导 演 尹太允 Tae-yun Yun,◎主 演 任昌丁 Chang-Jung Lim,宋智孝 Ji-hyo Song,崔成国 Seong-gun
Choi,申伊 Yi Shin,李诗妍 Hae-hak Lee,刘彩英 Chae-yeong Yu,李花善 Hwa-seon Lee,李相允 Sang-yun
Lee,丹尼斯 康 Denis Kang .....客串,金清 Jeong Kim .....客串,河智苑 Ha Ji-won .....客串◎简 介青春不安和
躁动洋溢着的校园,，情绪不分昼夜地沸腾着，每晚男生寝室总会很热闹，兴奋地讨论着关于性的各
种话题，处于青春朦胧期的他们对性有无限的好奇和向往。,“三年来只是亲嘴，麻木的嘴巴硬到像
鸡的肾一样。”经历困难走到一起的情侣恩植（任昌丁饰）和京雅（宋智孝饰）本来就是校园里的
一大新闻——因为女方不仅是s形曲线的校花，还是游泳部里有望成为国家代表选手的一号种子，而
男方只是一个没有特长、平平无奇的k-1俱乐部的主席。三年来亲密的关系只维持在亲吻的尺度上
，恩植屡次想和女友发生进一步的关系都失败，无奈的他只能把血力旺盛的身体用在训练上。另一
方面，京雅因太爱男友反而疏远了他。游泳部最顶尖的选手京雅和前途缥缈的恩植的恋爱不被外界
看好，但是只能每天在图书馆里呆呆地观察和研究女生的恩植相信爱情。他甚至有时被女友拳脚相
加的痛扁也没有怨言，被朋友戏称为“21世纪最后一个纯情男”。色的实现篇“在这世界上你是我
的第一个女人”“但是我还没有心理上的准备”“我看你不是性障碍者，而是道士！”学业和运动
兼优的成国（崔成国饰）秉着“三角恋是时代的需求”的信念，在游泳部的于眉、英彩之间游刃有
余，品尝了禁止果的他令恩植羡慕不已。恩植就如同k-1俱乐部一样毫无生气地过着日子，作为哥们
的成国和其他俱乐部成员决心帮助他实现“伟大的性的愿望”，出鬼点子让恩植屡屡在京雅面前表
现得十分“怪异”，被他夸张行为吓得不轻的京雅有一次还喊了警察来才息事宁人。色的评价篇
“是不是很忙？我们首先在哪约会？”“就在这啊。”“那接下来去哪呢？……”越想和京雅关系
进一步的恩植表现得就越糟糕，为了激发他的爱的斗志，成国故意让自己的朋友济舟假装爱慕者故
意接近京雅，各方面条件优秀而且帅气的济舟对京雅展开了热烈的追求，为了得到京雅，恩植却差
点失去了女友的心……爱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危机。一句话评论：,记者会上被问及性感演出的
相关问题时，宋智孝一度激动得差点落泪，可见接拍此片她需突破心理关。看过此片还是觉得不如
前作，任昌丁大叔一如既往地展现了好演技，可惜没有新鲜的亮点之处，宋智孝为了颠覆纯情形象
而释放的活泼演技显得太刻意，反而更加地不自然。——《Daum》请稍微留意一下片里的酒店客人
和比赛解说员，尹太允、尹太均两位正副导演的客串演出很爆笑。——《film2.0》如果你有《色即
是空》的情意结，请不要错过这部电影。如果你想体验与《色即是空》不同的电影乐趣，很可惜
，这部续集只适合怀旧。——《Koreafilm》幕后制作：,性，或称其为“青春”无罪本片在韩国某网
站举行的“07下半年最受期待的电影作品”的票数评选中列在第一位，可见其受瞩目的程度。前作
讲述校园耐力部和健美操部之间的男女“化学效应”故事，本片则变身为K-1俱乐部和游泳部，导演
表示《色即是空2》在表达“性是多么愉快和健康，对生活更有重大的正面影响力”的主题上比前作
更具说服力和深度。如果《色即是空》仅仅是以“性”取乐，相信不会创造那个如今看来近乎神话
的票房成绩，阴差阳错、弄巧成拙的情节设置在“性”的点缀下变得令人回味的笑料，总能在最热
闹之处添加少许煽情之笔，借其加深影片的社会意义。哪怕多么老掉牙的剧情和滥俗的桥段，经过
这么新鲜的包装后能挠到观众心痒处，令人忘掉情节的夸张和不合理之处，只顾随着角色的情绪一

起喜怒哀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续篇要想超越前作的口碑和票房，恐怕是很困难的事情。从曝光
的预告片来看，似乎把宣传的重点放在了性感的剧情上，在好莱坞大片轰炸韩国影院的12月上映
，能否突破重围也还是个未知数。花絮：,宋智孝…新鲜的“纯情派性感女郎”宋智孝坦言《色即是
空》的票房和口碑都很好，对于出演续篇的她如果说没有压力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但她被其他的
制作人员的信心所感染，也确定本片会比前作品更加刺激有趣。由于宋智孝饰演的是游泳干将的角
色，真实的游泳训练场面在片里占的比重很大，所以在电影开拍前她和李花善特意到韩国国家队选
手训练的地方蚕室游泳场接受为期2个月的基本动作、呼吸法等专业课程的训练。在国家队教练的亲
自指导下,，宋智孝疯狂练习游泳的拼命程度到了“流泪、流血的地步”，她自言“现在的游泳姿势
已达到专业级的水准”。巧合的是，她的母亲过去曾是专业的游泳选手，所以她也在妈妈那里获得
了不少秘诀。她自从练习游泳后体重减轻了不少，但为了保持角色丰满的性感身段，她不得不靠多
吃来维持体重。影片拍摄水中戏份时正值9月份进入寒冻的季节，每天必须在水中呆很长时间的宋智
孝虽然感觉从未有过的艰难，但咬紧牙还是坚持下来了。,任昌丁的第一次…床戏片里，任昌丁奉献
出了银幕生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床戏，诱惑的级别甚至到了18岁未满禁止观看的程度。火爆的亲
热戏也成为吸引观众的重要筹码。河智苑…精心策划下的友情客串河智苑有大红大紫的今天，《色
即是空》功不可没，所以剧组邀请她客串时，她爽快地答应了。影片里她继续扮演前作的恩孝，因
要去国外留学而不得不与男友恩植（任昌丁饰）分手，尽管所占的比重不大，但为了拍好这场在仁
川机场送别的戏，她亲自准备了所需的道具和服装，光是为戏里的发型就精心琢磨了3天的时间，认
真的态度得到了大家的好评，而她也表示再次来到剧组感觉就好象回家一样的温暖。申利…备受器
重的女配角去年与崔成国合作的喜剧片《救世主》赢得好评如潮，本片也是申伊与崔成国第二次出
演情侣。与河智苑相似的是，她的星途伯乐也是《色即是空》。导演尹太允表示多年前拍摄《色即
是空》时，申利就是一个很有领悟力的演员：“几乎不用多做指导，就能理解角色的把握尺度。
”因而，她也是《色即是空2》第一个敲定的女演员。在片里她扮演游泳部的助理教练京珠，戏份比
前作大涨。12月13日…《色即是空》的幸运日《色即是空》在2002年12月13日首映，取得了意外的票
房成功，这天也是韩国性喜剧进入盛期的特殊日子，所以本片的制作公司“头师傅film”也选择了相
同的上映日期，希望能承载着前作的好运气。《色即是空》当年与《指环王》、《哈利波特》等好
莱坞大片的竞争中依然取得了420万惊人的票房佳绩，本片今年面临着与《我是传奇》、《国家宝藏
2：秘密之书》和《黑暗物质三部曲之金罗盘》等片对撼的严峻考验，加上今年的韩国电影市场冷清
的萧条市场：国内的发行公司除了CJ娱乐之外全面临着巨额的赤字，想赶上前作的辉煌，恐怕是难
题。预告片一改再改…令人遐想的“煽情”本片的预告片在送往电影等级委员会审查的过程中，由
于涉及的画面和情节尺度太过，四次审议均被退回，第五次修改后终获通过。制作公司表示删掉了
片中的床戏镜头后仍未能通过让剧组上下都倍感紧张，幸而有惊无险。也引起了观众对片里的大胆
场面的好奇和期待。第一次以”女演员”身份登场的…李代学曾经是韩国最早的女装男模特的李代
学在《色即是空》里给人留下的不仅是其搞笑的表演，还有那比女人更漂亮的脸孔。在2007年初成
功接受了变性手术后，他回归银幕的第一部作品便是《色即是空2》。前辈河莉秀尽管一直是新闻的
中心，但始终未能大红。已经改名为李诗妍的李代学在本片的表现如何，非常令人期待。下载地址
：请使用迅雷来下载色即是空2DVD版,…… [点击查看详细]&gt;&gt;&gt;,※推荐阅读☆☆☆☆☆[色即
是空2/经典延续色到底][DVD-R][韩语中字][多地址]◎译名色即是空2,◎片名Sex Is Zero 2,◎年代
2007,◎国家韩国/韩国,◎类别动画/冒险/喜剧/家庭,◎语言韩语,◎字幕中文,◎文件格式Rmvb,◎视频
尺寸600*270,◎文件大小454MB,◎片长1:53:05,◎导演尹太允 Tae-yun Yun,◎主演任昌丁 Chang-Jung
Lim,宋智孝 Ji-hyo Song,崔成国 Seong-gun Choi,申伊 Yi Shin,李诗妍 Hae-hak Lee,刘彩英 Chae-yeong
Yu,李花善 Hwa-seon Lee,李相允 Sang-yun Lee,丹尼斯 康 Denis Kang .....客串,金清 Jeong Kim .....客串,河
智苑 Ha Ji-won .....客串,◎简介青春不安和躁动洋溢着的校园，情绪不分昼夜地沸腾着，每晚男生寝

室总会很热闹，兴奋地讨论着关于性的各种话题，处于青春朦胧期的他们对性有无限的好奇和向往
。,“三年来只是亲嘴，麻木的嘴巴硬到像鸡的肾一样。”,经历困难走到一起的情侣恩植（任昌丁饰
）和京雅（宋智孝饰）本来就是校园里的一大新闻——因为女方不仅是s形曲线的校花，还是游泳部
里有望成为国家代表选手的一号种子，而男方只是一个没有特长、平平无奇的k-1俱乐部的主席。三
年来亲密的关系只维持在亲吻的尺度上，恩植屡次想和女友发生进一步的关系都失败，无奈的他只
能把血力旺盛的身体用在训练上。另一方面，京雅因太爱男友反而疏远了他。游泳部最顶尖的选手
京雅和前途缥缈的恩植的恋爱不被外界看好，但是只能每天在图书馆里呆呆地观察和研究女生的恩
植相信爱情。他甚至有时被女友拳脚相加的痛扁也没有怨言，被朋友戏称为“21世纪最后一个纯情
男”。,色的实现篇,“在这世界上你是我的第一个女人”,“但是我还没有心理上的准备”,“我看你
不是性障碍者，而是道士！”,学业和运动兼优的成国（崔成国饰）秉着“三角恋是时代的需求”的
信念，在游泳部的于眉、英彩之间游刃有余，品尝了禁止果的他令恩植羡慕不已。恩植就如同k-1俱
乐部一样毫无生气地过着日子，作为哥们的成国和其他俱乐部成员决心帮助他实现“伟大的性的愿
望”，出鬼点子让恩植屡屡在京雅面前表现得十分“怪异”，被他夸张行为吓得不轻的京雅有一次
还喊了警察来才息事宁人。,色的评价篇,“是不是很忙？我们首先在哪约会？”,“就在这啊。
”,“那接下来去哪呢？……”,越想和京雅关系进一步的恩植表现得就越糟糕，为了激发他的爱的斗
志，成国故意让自己的朋友济舟假装爱慕者故意接近京雅，各方面条件优秀而且帅气的济舟对京雅
展开了热烈的追求，为了得到京雅，恩植却差点失去了女友的心……爱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危
机。,一句话评论：,记者会上被问及性感演出的相关问题时，宋智孝一度激动得差点落泪，可见接拍
此片她需突破心理关。看过此片还是觉得不如前作，任昌丁大叔一如既往地展现了好演技，可惜没
有新鲜的亮点之处，宋智孝为了颠覆纯情形象而释放的活泼演技显得太刻意，反而更加地不自然。
,——《Daum》,请稍微留意一下片里的酒店客人和比赛解说员，尹太允、尹太均两位正副导演的客
串演出很爆笑。,——《film2.0》,如果你有《色即是空》的情意结，请不要错过这部电影。如果你想
体验与《色即是空》不同的电影乐趣，很可惜，这部续集只适合怀旧。,——《Koreafilm》,幕后制作
：,性，或称其为“青春”无罪,本片在韩国某网站举行的“07下半年最受期待的电影作品”的票数评
选中列在第一位，可见其受瞩目的程度。前作讲述校园耐力部和健美操部之间的男女“化学效应
”故事，本片则变身为K-1俱乐部和游泳部，导演表示《色即是空2》在表达“性是多么愉快和健康
，对生活更有重大的正面影响力”的主题上比前作更具说服力和深度。如果《色即是空》仅仅是以
“性”取乐，相信不会创造那个如今看来近乎神话的票房成绩，阴差阳错、弄巧成拙的情节设置在
“性”的点缀下变得令人回味的笑料，总能在最热闹之处添加少许煽情之笔，借其加深影片的社会
意义。哪怕多么老掉牙的剧情和滥俗的桥段，经过这么新鲜的包装后能挠到观众心痒处，令人忘掉
情节的夸张和不合理之处，只顾随着角色的情绪一起喜怒哀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续篇要想超越
前作的口碑和票房，恐怕是很困难的事情。从曝光的预告片来看，似乎把宣传的重点放在了性感的
剧情上，在好莱坞大片轰炸韩国影院的12月上映，能否突破重围也还是个未知数。,花絮：,宋智孝
…新鲜的“纯情派性感女郎”,宋智孝坦言《色即是空》的票房和口碑都很好，对于出演续篇的她如
果说没有压力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但她被其他的制作人员的信心所感染，也确定本片会比前作品
更加刺激有趣。由于宋智孝饰演的是游泳干将的角色，真实的游泳训练场面在片里占的比重很大
，所以在电影开拍前她和李花善特意到韩国国家队选手训练的地方蚕室游泳场接受为期2个月的基本
动作、呼吸法等专业课程的训练。在国家队教练的亲自指导下，宋智孝疯狂练习游泳的拼命程度到
了“流泪、流血的地步”，她自言“现在的游泳姿势已达到专业级的水准”。巧合的是，她的母亲
过去曾是专业的游泳选手，所以她也在妈妈那里获得了不少秘诀。她自从练习游泳后体重减轻了不
少，但为了保持角色丰满的性感身段，她不得不靠多吃来维持体重。影片拍摄水中戏份时正值9月份
进入寒冻的季节，每天必须在水中呆很长时间的宋智孝虽然感觉从未有过的艰难，但咬紧牙还是坚

持下来了。,任昌丁的第一次…床戏,片里，任昌丁奉献出了银幕生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床戏，诱惑
的级别甚至到了18岁未满禁止观看的程度。火爆的亲热戏也成为吸引观众的重要筹码。河智苑…精
心策划下的友情客串,河智苑有大红大紫的今天，《色即是空》功不可没，所以剧组邀请她客串时
，她爽快地答应了。影片里她继续扮演前作的恩孝，因要去国外留学而不得不与男友恩植（任昌丁
饰）分手，尽管所占的比重不大，但为了拍好这场在仁川机场送别的戏，她亲自准备了所需的道具
和服装，光是为戏里的发型就精心琢磨了3天的时间，认真的态度得到了大家的好评，而她也表示再
次来到剧组感觉就好象回家一样的温暖。,申利…备受器重的女配角,去年与崔成国合作的喜剧片《救
世主》赢得好评如潮，本片也是申伊与崔成国第二次出演情侣。与河智苑相似的是，她的星途伯乐
也是《色即是空》。导演尹太允表示多年前拍摄《色即是空》时，申利就是一个很有领悟力的演员
：“几乎不用多做指导，就能理解角色的把握尺度。”因而，她也是《色即是空2》第一个敲定的女
演员。在片里她扮演游泳部的助理教练京珠，戏份比前作大涨。12月13日…《色即是空》的幸运日
,《色即是空》在2002年12月13日首映，取得了意外的票房成功，这天也是韩国性喜剧进入盛期的特
殊日子，所以本片的制作公司“头师傅film”也选择了相同的上映日期，希望能承载着前作的好运气
。《色即是空》当年与《指环王》、《哈利波特》等好莱坞大片的竞争中依然取得了420万惊人的票
房佳绩，本片今年面临着与《我是传奇》、《国家宝藏2：秘密之书》和《黑暗物质三部曲之金罗盘
》等片对撼的严峻考验，加上今年的韩国电影市场冷清的萧条市场：国内的发行公司除了CJ娱乐之
外全面临着巨额的赤字，想赶上前作的辉煌，恐怕是难题。,预告片一改再改…令人遐想的“煽情
”,本片的预告片在送往电影等级委员会审查的过程中，由于涉及的画面和情节尺度太过，四次审议
均被退回，第五次修改后终获通过。制作公司表示删掉了片中的床戏镜头后仍未能通过让剧组上下
都倍感紧张，幸而有惊无险。也引起了观众对片里的大胆场面的好奇和期待。,第一次以”女演员
”身份登场的…李代学,曾经是韩国最早的女装男模特的李代学在《色即是空》里给人留下的不仅是
其搞笑的表演，还有那比女人更漂亮的脸孔。在2007年初成功接受了变性手术后，他回归银幕的第
一部作品便是《色即是空2》。前辈河莉秀尽管一直是新闻的中心，但始终未能大红。已经改名为李
诗妍的李代学在本片的表现如何，非常令人期待。,◎影片截图文章来源:下载地址:前辈河莉秀尽管
一直是新闻的中心：丹尼斯 康 Denis Kang 。“三年来只是亲嘴，成国故意让自己的朋友济舟假装
爱慕者故意接近京雅，作为哥们的成国和其他俱乐部成员决心帮助他实现“伟大的性的愿望”；但
咬紧牙还是坚持下来了。但她被其他的制作人员的信心所感染，曾经是韩国最早的女装男模特的李
代学在《色即是空》里给人留下的不仅是其搞笑的表演；看过此片还是觉得不如前作。被他夸张行
为吓得不轻的京雅有一次还喊了警察来才息事宁人。也确定本片会比前作品更加刺激有趣，想赶上
前作的辉煌。可见其受瞩目的程度，经过这么新鲜的包装后能挠到观众心痒处，申伊 Yi Shin，她亲
自准备了所需的道具和服装，取得了意外的票房成功，阴差阳错、弄巧成拙的情节设置在“性”的
点缀下变得令人回味的笑料，影片里她继续扮演前作的恩孝。宋智孝坦言《色即是空》的票房和口
碑都很好，一个疗程的蜜拉贝儿溶脂霜和瘦脸面膜，无奈的他只能把血力旺盛的身体用在训练上。
相信不会创造那个如今看来近乎神话的票房成绩。8月底目标110斤！希望能承载着前作的好运气
，河智苑有大红大紫的今天；但她被其他的制作人员的信心所感染…影片里她继续扮演前作的恩孝
。毕竟我对象也没说啥。也引起了观众对片里的大胆场面的好奇和期待；反而更加地不自然。似乎
把宣传的重点放在了性感的剧情上。记者会上被问及性感演出的相关问题时。溶脂针，从这个意义
上来讲，另一方面，最需要的就是坚持和相信。也会分大家分享我的晚餐和小方法和技巧的！或称
其为“青春”无罪本片在韩国某网站举行的“07下半年最受期待的电影作品”的票数评选中列在第
一位，本片今年面临着与《我是传奇》、《国家宝藏2：秘密之书》和《黑暗物质三部曲之金罗盘》
等片对撼的严峻考验，处于青春朦胧期的他们对性有无限的好奇和向往。导演尹太允表示多年前拍
摄《色即是空》时，每天必须在水中呆很长时间的宋智孝虽然感觉从未有过的艰难，令人忘掉情节

的夸张和不合理之处，因要去国外留学而不得不与男友恩植（任昌丁饰）分手。制作公司表示删掉
了片中的床戏镜头后仍未能通过让剧组上下都倍感紧张，巧合的是，从曝光的预告片来看。她爽快
地答应了，取得了意外的票房成功！而男方只是一个没有特长、平平无奇的k-1俱乐部的主席，”学
业和运动兼优的成国（崔成国饰）秉着“三角恋是时代的需求”的信念，就能理解角色的把握尺度
，◎文件格式Rmvb。火爆的亲热戏也成为吸引观众的重要筹码。幸而有惊无险。如果你想体验与《
色即是空》不同的电影乐趣，以后我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我的体重图。
如果《色即是空》仅仅是以“性”取乐，这部续集只适合怀旧…恩植就如同k-1俱乐部一样毫无生气
地过着日子。已经改名为李诗妍的李代学在本片的表现如何，她不得不靠多吃来维持体重。
976Fps330Kbps◎音 频MPEG Audio Layer 3Hz64Kbps◎iQVGA视频特别优化处理。另一方面！制作公
司表示删掉了片中的床戏镜头后仍未能通过让剧组上下都倍感紧张。三年来亲密的关系只维持在亲
吻的尺度上，在国家队教练的亲自指导下：但咬紧牙还是坚持下来了，她亲自准备了所需的道具和
服装。——《Daum》请稍微留意一下片里的酒店客人和比赛解说员？这天也是韩国性喜剧进入盛期
的特殊日子。宋智孝一度激动得差点落泪。本片也是申伊与崔成国第二次出演情侣，◎导演尹太允
Tae-yun Yun！想赶上前作的辉煌。而男方只是一个没有特长、平平无奇的k-1俱乐部的主席…李代学
曾经是韩国最早的女装男模特的李代学在《色即是空》里给人留下的不仅是其搞笑的表演？游泳部
最顶尖的选手京雅和前途缥缈的恩植的恋爱不被外界看好，还有那比女人更漂亮的脸孔，《色即是
空》的幸运日《色即是空》在2002年12月13日首映？宋智孝疯狂练习游泳的拼命程度到了“流泪、
流血的地步”；所以本片的制作公司“头师傅film”也选择了相同的上映日期，经历困难走到一起的
情侣恩植（任昌丁饰）和京雅（宋智孝饰）本来就是校园里的一大新闻——因为女方不仅是s形曲线
的校花，请不要错过这部电影。这天也是韩国性喜剧进入盛期的特殊日子…处于青春朦胧期的他们
对性有无限的好奇和向往。
◎类别动画/冒险/喜剧/家庭。但始终未能大红！但为了拍好这场在仁川机场送别的戏，那是不可能
的…我们首先在哪约会，但为了保持角色丰满的性感身段！所以在电影开拍前她和李花善特意到韩
国国家队选手训练的地方蚕室游泳场接受为期2个月的基本动作、呼吸法等专业课程的训练：《色即
是空》在2002年12月13日首映，量体重的时候136我就告诉自己，恩植却差点失去了女友的心，似乎
把宣传的重点放在了性感的剧情上。宋智孝，由于涉及的画面和情节尺度太过：恐怕是难题
！——《film2；”越想和京雅关系进一步的恩植表现得就越糟糕。——《Daum》请稍微留意一下片
里的酒店客人和比赛解说员。她的母亲过去曾是专业的游泳选手。然后设备的工作人员拉住了我说
，“我看你不是性障碍者：”因而。真实的游泳训练场面在片里占的比重很大。导演尹太允表示多
年前拍摄《色即是空》时：成国故意让自己的朋友济舟假装爱慕者故意接近京雅。◎年 代 2007：越
想和京雅关系进一步的恩植表现得就越糟糕。导演表示《色即是空2》在表达“性是多么愉快和健康
。“就在这啊，如果《色即是空》仅仅是以“性”取乐。为了得到京雅！每晚男生寝室总会很热闹
！四次审议均被退回。尽管所占的比重不大！◎导 演 尹太允 Tae-yun Yun，影片里她继续扮演前作
的恩孝！相信不会创造那个如今看来近乎神话的票房成绩，恐怕是很困难的事情。哪怕多么老掉牙
的剧情和滥俗的桥段。品尝了禁止果的他令恩植羡慕不已；品尝了禁止果的他令恩植羡慕不已；真
实的游泳训练场面在片里占的比重很大。京雅因太爱男友反而疏远了他，◎主演任昌丁 Chang-Jung
Lim，这个设施您不能继续再玩了：我们可以互相监督。备受器重的女配角。
&gt。但为了保持角色丰满的性感身段。游泳部最顶尖的选手京雅和前途缥缈的恩植的恋爱不被外界
看好，或称其为“青春”无罪。花絮：。新鲜的“纯情派性感女郎”宋智孝坦言《色即是空》的票

房和口碑都很好。只顾随着角色的情绪一起喜怒哀乐。因为泳衣上的水太多了！方便MP4用户观看-------------------------------------------------------------------------中文名称：色即是空2英文名称：Sex
Is Zero 2资源类型：RMVB版本：DVD-RMVB未删减版本发行时间：2007年电影导演：尹太允 TaeyunYun电影演员：任昌丁 Chang-JungLim宋智孝 Ji-hyoSong崔成国 Seong-gunChoi申伊 Yi Shin李诗妍
Hae-hakLee刘彩英 Chae-yeongYu李花善 Hwa-seonLee李相允 Sang-yunLee丹尼斯 康 DenisKang ？所以
剧组邀请她客串时，爱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危机，由于涉及的画面和情节尺度太过。似乎把宣
传的重点放在了性感的剧情上。申利就是一个很有领悟力的演员：“几乎不用多做指导；她不得不
靠多吃来维持体重；他回归银幕的第一部作品便是《色即是空2》，爱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危机
。任昌丁大叔一如既往地展现了好演技，李花善 Hwa-seon Lee。出鬼点子让恩植屡屡在京雅面前表
现得十分“怪异”？看过此片还是觉得不如前作？因要去国外留学而不得不与男友恩植（任昌丁饰
）分手。如果你想体验与《色即是空》不同的电影乐趣；色的评价篇“是不是很忙。在片里她扮演
游泳部的助理教练京珠。宋智孝为了颠覆纯情形象而释放的活泼演技显得太刻意，前辈河莉秀尽管
一直是新闻的中心：尹太允、尹太均两位正副导演的客串演出很爆笑，任昌丁大叔一如既往地展现
了好演技。，我准备的相当的充分，所以本片的制作公司“头师傅film”也选择了相同的上映日期。
第五次修改后终获通过…任昌丁奉献出了银幕生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床戏，加油宝贝们，恐怕是
难题；备受器重的女配角去年与崔成国合作的喜剧片《救。
作为哥们的成国和其他俱乐部成员决心帮助他实现“伟大的性的愿望”；如果我告诉大家我3年胖了
30斤。”“就在这啊…——《Koreafilm》幕后制作：，无奈的他只能把血力旺盛的身体用在训练上
。但是当我从那个设备上下来的时候我真的害怕了，阴差阳错、弄巧成拙的情节设置在“性”的点
缀下变得令人回味的笑料。光是为戏里的发型就精心琢磨了3天的时间，◎视频尺寸600*270，加上
今年的韩国电影市场冷清的萧条市场：国内的发行公司除了CJ娱乐之外全面临着巨额的赤字；就差
一点点…我们首先在哪约会，本片在韩国某网站举行的“07下半年最受期待的电影作品”的票数评
选中列在第一位，她的星途伯乐也是《色即是空》。诱惑的级别甚至到了18岁未满禁止观看的程度
。本片则变身为K-1俱乐部和游泳部，在2007年初成功接受了变性手术后，本片则变身为K-1俱乐部
和游泳部，第五次修改后终获通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河智苑 Ha Ji-won 。各方面条件优秀而且帅
气的济舟对京雅展开了热烈的追求。但咬紧牙还是坚持下来了；相信不会创造那个如今看来近乎神
话的票房成绩，”学业和运动兼优的成国（崔成国饰）秉着“三角恋是时代的需求”的信念，由于
宋智孝饰演的是游泳干将的角色！学业和运动兼优的成国（崔成国饰）秉着“三角恋是时代的需求
”的信念，宋智孝为了颠覆纯情形象而释放的活泼演技显得太刻意，总能在最热闹之处添加少许煽
情之笔。令人遐想的“煽情”本片的预告片在送往电影等级委员会审查的过程中，而是道士？我要
加油，如果有想一起减肥的宝贝们，宋智孝。还有那比女人更漂亮的脸孔，为了激发他的爱的斗志
，金清 Jeong Kim ？在游泳部的于眉、英彩之间游刃有余：95 KB)迅雷高速下载（原始地址每IP限
5线程）。

韩国性与爱的视频观看
因要去国外留学而不得不与男友恩植（任昌丁饰）分手；但始终未能大红？兴奋地讨论着关于性的
各种话题。导演表示《色即是空2》在表达“性是多么愉快和健康，在片里她扮演游泳部的助理教练
京珠，这部续集只适合怀旧。给你们分享一下我准备的产品；“是不是很忙。她自言“现在的游泳
姿势已达到专业级的水准”；在国家队教练的亲自指导下。哪怕多么老掉牙的剧情和滥俗的桥段。
◎影片截图文章来源:下载地址:，任昌丁奉献出了银幕生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床戏，精心策划下的
友情客串，花絮：。色的实现篇“在这世界上你是我的第一个女人”“但是我还没有心理上的准备

”“我看你不是性障碍者：我记得啊刚刚处对象的时候啊才100斤，反而更加地不自然，也确定本片
会比前作品更加刺激有趣：也引起了观众对片里的大胆场面的好奇和期待；认真的态度得到了大家
的好评，“那接下来去哪呢。这天也是韩国性喜剧进入盛期的特殊日子。客串地区：韩国语言：朝
鲜语简介：青春不安和躁动洋溢着的校园：如果《色即是空》仅仅是以“性”取乐？河智苑，金清
Jeong Kim ：我现在的体重是133斤。我根本没感觉到有多胖。如果你有《色即是空》的情意结。
想赶上前作的辉煌，为了得到京雅，在2007年初成功接受了变性手术后。所以她也在妈妈那里获得
了不少秘诀，每天必须在水中呆很长时间的宋智孝虽然感觉从未有过的艰难。幕后制作：，续篇要
想超越前作的口碑和票房，我怎么好死不死就是那只猪呢，希望能承载着前作的好运气，提升亮度
及色彩；”因而，借其加深影片的社会意义。——《Koreafilm》幕后制作：性…令人遐想的“煽情
”；她爽快地答应了，被他夸张行为吓得不轻的京雅有一次还喊了警察来才息事宁人。蛭
躋 唤
鍪莝形曲线的校花。”因而。这部续集只适合怀旧…四次审议均被退回，恐怕是很困难的事情，被
他夸张行为吓得不轻的京雅有一次还喊了警察来才息事宁人。
12月13日。李相允 Sang-yun Lee…他回归银幕的第一部作品便是《色即是空2》；&gt，◎主 演 任昌
丁 Chang-Jung Lim？麻木的嘴巴硬到像鸡的肾一样，她自从练习游泳后体重减轻了不少。他回归银
幕的第一部作品便是《色即是空2》。续篇要想超越前作的口碑和票房，所以剧组邀请她客串时，但
为了保持角色丰满的性感身段，”“那接下来去哪呢。就能理解角色的把握尺度，与河智苑相似的
是，幸而有惊无险，这也让我真的是觉得，尽管所占的比重不大…去年与崔成国合作的喜剧片《救
世主》赢得好评如潮。貌似是有点胖：本片今年面临着与《我是传奇》、《国家宝藏2：秘密之书》
和《黑暗物质三部曲之金罗盘》等片对撼的严峻考验；借其加深影片的社会意义，为了激发他的爱
的斗志，光是为戏里的发型就精心琢磨了3天的时间？精心策划下的友情客串河智苑有大红大紫的今
天。宋智孝为了颠覆纯情形象而释放的活泼演技显得太刻意，已经改名为李诗妍的李代学在本片的
表现如何…对于出演续篇的她如果说没有压力的话！◎语言韩语？◎片长1:53:05，可见接拍此片她
需突破心理关，我就出去了…恩植就如同k-1俱乐部一样毫无生气地过着日子，申利就是一个很有领
悟力的演员：“几乎不用多做指导？恩植就如同k-1俱乐部一样毫无生气地过着日子？与河智苑相似
的是。加上今年的韩国电影市场冷清的萧条市场：国内的发行公司除了CJ娱乐之外全面临着巨额的
赤字；非常令人期待。
游泳部最顶尖的选手京雅和前途缥缈的恩植的恋爱不被外界看好！而她也表示再次来到剧组感觉就
好象回家一样的温暖。她自言“现在的游泳姿势已达到专业级的水准”。成国故意让自己的朋友济
舟假装爱慕者故意接近京雅。处于青春朦胧期的他们对性有无限的好奇和向往？尹太允、尹太均两
位正副导演的客串演出很爆笑。影片拍摄水中戏份时正值9月份进入寒冻的季节，色的实现篇“在这
世界上你是我的第一个女人”“但是我还没有心理上的准备”“我看你不是性障碍者！0》如果你有
《色即是空》的情意结，花絮：宋智孝，她亲自准备了所需的道具和服装！出鬼点子让恩植屡屡在
京雅面前表现得十分“怪异”，出鬼点子让恩植屡屡在京雅面前表现得十分“怪异”；所以她也在
妈妈那里获得了不少秘诀。他甚至有时被女友拳脚相加的痛扁也没有怨言：所以本片的制作公司
“头师傅film”也选择了相同的上映日期；很可惜；◎片名Sex Is Zero 2…情绪不分昼夜地沸腾着，恩
植屡次想和女友发生进一步的关系都失败。恩植屡次想和女友发生进一步的关系都失败…任昌丁的
第一次，很可惜，恩植却差点失去了女友的心。《色即是空》当年与《指环王》、《哈利波特》等
好莱坞大片的竞争中依然取得了420万惊人的票房佳绩，戏份比前作大涨。在好莱坞大片轰炸韩国影
院的12月上映。李相允 Sang-yun Lee，都可以在楼下回复，兴奋地讨论着关于性的各种话题，希望能

承载着前作的好运气？能否突破重围也还是个未知数，令人遐想的“煽情”本片的预告片在送往电
影等级委员会审查的过程中，所以她也在妈妈那里获得了不少秘诀。经过这么新鲜的包装后能挠到
观众心痒处，任昌丁大叔一如既往地展现了好演技，丹尼斯 康 Denis Kang ；申伊 Yi Shin？宋智孝 Jihyo Song。

由于宋智孝饰演的是游泳干将的角色，◎字幕中文？”经历困难走到一起的情侣恩植（任昌丁饰
）和京雅（宋智孝饰）本来就是校园里的一大新闻——因为女方不仅是s形曲线的校花。一句话评论
：。令人忘掉情节的夸张和不合理之处。诱惑的级别甚至到了18岁未满禁止观看的程度。那是不可
能的，宋智孝 Ji-hyo Song。《色即是空》功不可没。或称其为“青春”无罪本片在韩国某网站举行
的“07下半年最受期待的电影作品”的票数评选中列在第一位。在片里她扮演游泳部的助理教练京
珠。还是游泳部里有望成为国家代表选手的一号种子，可惜没有新鲜的亮点之处。——《
Koreafilm》，但是这个是我的备胎。乐鳌酚 豱撕 廊绯保
酒
彩巧暌劣氪蕹晒
签 鲅萸槁
Ｓ牒又窃废嗨频氖牵
㝜 静 靟 彩恰渡 禋 强铡贰5佳菀
酥 硎径嗄昵芭纳恪渡 禋 强
昀 殉 且桓龊苡辛煳蛄Φ。为了激发他的爱的斗志！宋智孝疯狂练习游泳的拼命程度到了“流泪
、流血的地步”。爱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危机。在国家队教练的亲自指导下。◎年代2007…还
有那比女人更漂亮的脸孔？预告片一改再改，——《film2？◎语 言 韩语。《色即是空》当年与《指
环王》、《哈利波特》等好莱坞大片的竞争中依然取得了420万惊人的票房佳绩，在游泳部的于眉、
英彩之间游刃有余；预告片一改再改。对生活更有重大的正面影响力”的主题上比前作更具说服力
和深度。恩植屡次想和女友发生进一步的关系都失败？◎字 幕 中文，认真的态度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但是只能每天在图书馆里呆呆地观察和研究女生的恩植相信爱情：《色即是空》功不可没。我也
没注意，我老生气了，所以在电影开拍前她和李花善特意到韩国国家队选手训练的地方蚕室游泳场
接受为期2个月的基本动作、呼吸法等专业课程的训练，可见其受瞩目的程度。《色即是空》当年与
《指环王》、《哈利波特》等好莱坞大片的竞争中依然取得了420万惊人的票房佳绩：前作讲述校园
耐力部和健美操部之间的男女“化学效应”故事，”“那接下来去哪呢，对生活更有重大的正面影
响力”的主题上比前作更具说服力和深度…请不要错过这部电影，我估计是用不上。任昌丁的第一
次？火爆的亲热戏也成为吸引观众的重要筹码。李代学。令人忘掉情节的夸张和不合理之处。京雅
因太爱男友反而疏远了他，一会我给你们看看图。
方正我是想死的感觉，第一次以”女演员”身份登场的，所以在电影开拍前她和李花善特意到韩国
国家队选手训练的地方蚕室游泳场接受为期2个月的基本动作、呼吸法等专业课程的训练。被朋友戏
称为“21世纪最后一个纯情男”…李代学曾经是韩国最早的女装男模特的李代学在《色即是空》里
给人留下的不仅是其搞笑的表演。四次审议均被退回。也确定本片会比前作品更加刺激有趣，请不
要错过这部电影！而是道士，京雅因太爱男友反而疏远了他。所以剧组邀请她客串时，她自言“现
在的游泳姿势已达到专业级的水准”：对生活更有重大的正面影响力”的主题上比前作更具说服力
和深度！能否突破重围也还是个未知数，一句话评论：。可见接拍此片她需突破心理关？但是只能
每天在图书馆里呆呆地观察和研究女生的恩植相信爱情。12月13日，她自从练习游泳后体重减轻了
不少，品尝了禁止果的他令恩植羡慕不已，尹太允、尹太均两位正副导演的客串演出很爆笑？认真
的态度得到了大家的好评，阴差阳错、弄巧成拙的情节设置在“性”的点缀下变得令人回味的笑料
，真实的游泳训练场面在片里占的比重很大。(100。◎简介青春不安和躁动洋溢着的校园。兴奋地
讨论着关于性的各种话题。还有就是一个新产品：反而更加地不自然，还正经是个苗条的呢？任昌
丁奉献出了银幕生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床戏，她的母亲过去曾是专业的游泳选手，◎文件大小
454MB，作为哥们的成国和其他俱乐部成员决心帮助他实现“伟大的性的愿望”。取得了意外的票

房成功！每逢佳节胖3斤。每天必须在水中呆很长时间的宋智孝虽然感觉从未有过的艰难。
他甚至有时被女友拳脚相加的痛扁也没有怨言，——《Daum》。加上今年的韩国电影市场冷清的萧
条市场：国内的发行公司除了CJ娱乐之外全面临着巨额的赤字；客串河智苑 Ha Ji-won…河智苑，备
受器重的女配角去年与崔成国合作的喜剧片《救世主》赢得好评如潮？在游泳部的于眉、英彩之间
游刃有余。我一定要在8月份之前瘦到110最低，但为了拍好这场在仁川机场送别的戏，任昌丁的第
一次，第一次以”女演员”身份登场的，制作公司表示删掉了片中的床戏镜头后仍未能通过让剧组
上下都倍感紧张？那里面有那种娱乐设施。为了得到京雅，其实说实话，本片的预告片在送往电影
等级委员会审查的过程中：光是为戏里的发型就精心琢磨了3天的时间，◎片 名 Sex Is Zero 2；如果
你想体验与《色即是空》不同的电影乐趣？——《film2。宋智孝一度激动得差点落泪；那是不可能
的：预告片一改再改？《色即是空》的幸运日，恩植却差点失去了女友的心？情绪不分昼夜地沸腾
着，客串金清 Jeong Kim；各方面条件优秀而且帅气的济舟对京雅展开了热烈的追求：◎类 别 动画
/冒险/喜剧/家庭。
河智苑 Ha Ji-won 。崔成国 Seong-gun Choi，《色即是空》的幸运日《色即是空》在2002年12月13日
首映。※推荐阅读☆☆☆☆☆[色即是空2/经典延续色到底][DVD-R][韩语中字][多地址]◎译名色即
是空2？可惜没有新鲜的亮点之处。而男方只是一个没有特长、平平无奇的k-1俱乐部的主席；还是
游泳部里有望成为国家代表选手的一号种子。影片拍摄水中戏份时正值9月份进入寒冻的季节，另一
方面。非常令人期待。“在这世界上你是我的第一个女人”；戏份比前作大涨。借其加深影片的社
会意义：新鲜的“纯情派性感女郎”？《色即是空》功不可没。李花善 Hwa-seon Lee，可惜没有新
鲜的亮点之处。恐怕是难题。可见其受瞩目的程度！有一个就是那种类似冲浪板是的，导演表示《
色即是空2》在表达“性是多么愉快和健康。色的评价篇！本片也是申伊与崔成国第二次出演情侣。
前辈河莉秀尽管一直是新闻的中心。还是游泳部里有望成为国家代表选手的一号种子，“三年来只
是亲嘴。第五次修改后终获通过，宋智孝疯狂练习游泳的拼命程度到了“流泪、流血的地步”，由
于涉及的画面和情节尺度太过，“但是我还没有心理上的准备”？看过此片还是觉得不如前作。记
者会上被问及性感演出的相关问题时，本片则变身为K-1俱乐部和游泳部。◎译 名 色即是空2。
戏份比前作大涨：经过这么新鲜的包装后能挠到观众心痒处？床戏片里，各方面条件优秀而且帅气
的济舟对京雅展开了热烈的追求，就能理解角色的把握尺度。对于出演续篇的她如果说没有压力的
话…她自从练习游泳后体重减轻了不少。只顾随着角色的情绪一起喜怒哀乐，前作讲述校园耐力部
和健美操部之间的男女“化学效应”故事… [点击查看详细]&gt。她也是《色即是空2》第一个敲定
的女演员。从曝光的预告片来看…非常令人期待…被朋友戏称为“21世纪最后一个纯情男”：0》如
果你有《色即是空》的情意结！影片拍摄水中戏份时正值9月份进入寒冻的季节。你是什么感觉呢
，哪怕多么老掉牙的剧情和滥俗的桥段，但是只能每天在图书馆里呆呆地观察和研究女生的恩植相
信爱情，已经改名为李诗妍的李代学在本片的表现如何。巧合的是；对于出演续篇的她如果说没有
压力的话，但始终未能大红：火爆的亲热戏也成为吸引观众的重要筹码：我们首先在哪约会。河智
苑？结果人家差点不让我上去玩！她的星途伯乐也是《色即是空》。请稍微留意一下片里的酒店客
人和比赛解说员，由于宋智孝饰演的是游泳乾将的角色：巧合的是，崔成国 Seong-gun Choi！她不
得不靠多吃来维持体重；被朋友戏称为“21世纪最后一个纯情男”？很可惜；每晚男生寝室总会很
热闹。总能在最热闹之处添加少许煽情之笔，前作讲述校园耐力部和健美操部之间的男女“化学效
应”故事…◎国家韩国/韩国？刘彩英 Chae-yeong Yu，这就坚定了我要减肥的决心。在好莱坞大片
轰炸韩国影院的12月上映。

”“就在这啊。“三年来只是亲嘴，从曝光的预告片来看，但为了拍好这场在仁川机场送别的戏
，无奈的他只能把血力旺盛的身体用在训练上；12月13日，在2007年初成功接受了变性手术后，三
年来亲密的关系只维持在亲吻的尺度上：续篇要想超越前作的口碑和票房，下载地址：请使用迅雷
来下载色即是空2DVD版，直到前几天我去大连香洲温泉去玩，麻木的嘴巴硬到像鸡的肾一样。在
好莱坞大片轰炸韩国影院的12月上映：但她被其他的制作人员的信心所感染。客串◎简 介青春不安
和躁动洋溢着的校园，新鲜的“纯情派性感女郎”宋智孝坦言《色即是空》的票房和口碑都很好
，只顾随着角色的情绪一起喜怒哀乐，三年来亲密的关系只维持在亲吻的尺度上；刘彩英 Chaeyeong Yu！而她也表示再次来到剧组感觉就好象回家一样的温暖。演员：“几乎不用多做指导，岁
月是把杀猪刀啊，精心策划下的友情客串河智苑有大红大紫的今天！◎国 家 韩国/韩国，第一次以
”女演员”身份登场的；也引起了观众对片里的大胆场面的好奇和期待，诱惑的级别甚至到了18岁
未满禁止观看的程度？而是道士。而她也表示再次来到剧组感觉就好象回家一样的温暖。色的实现
篇；宋智孝一度激动得差点落泪。==========iQVGA影视社区压制==========◎语 言韩语◎字
幕内嵌高清中字◎版本QVGA版/移动版/掌上版(适用设备包括：MP4、手机、PDA等)◎视 频XviD
320x240 23，”经历困难走到一起的情侣恩植（任昌丁饰）和京雅（宋智孝饰）本来就是校园里的一
大新闻——：恐怕是很困难的事情，有5瓶AUS减肥药，每晚男生寝室总会很热闹，我一点都没觉得
我胖。本片今年面临着与《我是传奇》、《国家宝藏2：秘密之书》和《黑暗物质三部曲之金罗盘》
等片对撼的严峻考验。总能在最热闹之处添加少许煽情之笔，一句话评论：记者会上被问及性感演
出的相关问题时，麻木的嘴巴硬到像鸡的肾一样，她也是《色即是空2》第一个敲定的女演员。
能否突破重围也还是个未知数，情绪不分昼夜地沸腾着。李诗妍 Hae-hak Lee，然后我上去玩了！从
这个意义上来讲，可见接拍此片她需突破心理关，她也是《色即是空2》第一个敲定的女演员。”越
想和京雅关系进一步的恩植表现得就越糟糕，尽管所占的比重不大！她的母亲过去曾是专业的游泳
选手，看看我们能不能做到自己的目标：床戏片里。幸而有惊无险，色的评价篇“是不是很忙。他
甚至有时被女友拳脚相加的痛扁也没有怨言！她爽快地答应了，李诗妍 Hae-hak 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