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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娱乐圈女星婚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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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因在《蜗居》中饰演海藻而走

红的李念因为房子质量问题和地产商

任志强打起了嘴仗，无意中透露她已经

结婚，她的先生是掌管
!!

亿美元资金

的软银赛富合伙人林和平。李念
$'()

年出生，是典型的
("

后，早早就步入婚

姻围城，其他的
("

后女星张雨绮、车晓

也纷纷嫁人。而当年的四大花旦，
%"

后

的章子怡、赵薇、周迅、徐静蕾们，除了

赵薇嫁作商人妇外，其他都还云英未

嫁，奋斗在娱乐圈一线。

70后专心事业

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经济水平的

发展，
("

后的生存压力巨大。在婚姻爱

情观念上，
%"

后和
("

后有很大的不

同。
%"

后还相信爱情，
("

后则更加现

实。不光是普通大众，星光闪闪的娱乐

圈也是如此———很多
%"

后的女星还在

吭哧吭哧地努力奋斗，相当多的
("

后

已经“明智”地嫁入有钱人家开始享受

了……

徐静蕾!

自己是豪门，无需嫁豪门

对于很多
%"

后的女星来说，爱情

的感觉最重要，物质条件从来都不是第

一位的。典型的当然是生于
$'%*

年的

才女徐静蕾，上世纪
'+

年代就出道的

徐静蕾，靠接拍影视剧、广告代言、投资

影视剧等早已经成为亿万富婆。娱乐明

星资深经纪人浩浩说：“徐静蕾本身已

经是豪门，所以根本不需要嫁豪门，她

工作完全是看兴趣和是否能给自己带

来成就感。在感情方面，徐静蕾更是认

为爱情的感觉最重要。”

徐静蕾自己也说：“我喜欢成熟一

些的人，我想大多数女孩都是这样，我

觉得情感稳定非常重要。如果在这些事

情上老出麻烦，牵扯的精力就会太多，

就没有时间做别的了。”言下之意，徐静

蕾还是希望感情稳定，好专心事业。

已经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事业也

顺风顺水的徐静蕾对感情更加自信。去

年，徐静蕾自导自演的《杜拉拉升职记》

电影全面公映的第二天———
*

月
$&

日

就是老徐
,&

岁的生日，她自认为这部

新作赛过男友的任何礼物：“这电影就

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浩浩说：“你看这几年和徐静蕾传

绯闻的男人，黄觉、黄立行，都不是富

豪，徐静蕾更看重两人在一起的默契和

快乐。”在最近接受采访时，徐静蕾也开

腔承认目前正在谈恋爱，但就是不肯透

露恋爱对象的名字。

周迅!

谈恋爱靠的是气味

娱乐圈另一个爱情至上的
%"

后女

星是周迅，周迅说自己的爱情观好像

《夜宴》里的青女，爱上一个人就会死心

塌地不管不顾，回顾她的电影从遥远的

《苏州河》到之后的《如果爱》，周迅的爱

总是轰轰烈烈，高调甜蜜。在贾宏声那

里受过伤，在李亚鹏那里受过伤，在朴

树那里受过伤，在李大齐那里受过伤，

在王烁那里受过伤，但每一段爱，周迅

全身心投入。

周迅说，自己很相信爱情的味道，

“因为对某人产生好感时，气味很重要。

有时候你可能莫名其妙地就想去接近

一个人，对其有好感，为什么？气味是最

直接、最无形的原因。外表可以做出改

变，可人本身是什么气味，这个气味跟

对方合不合适，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

为这种东西是最直接进入大脑的。”看

看，人家周迅谈恋爱靠的是气味，怎么

可能为了安逸嫁富豪呢？

80后嫁人隐退

李念、张雨绮、车晓、孟瑶、吴佳妮、

刘芸、文静、石洋子……随便一数，娱乐

圈就有十几个
("

后女星早早嫁人隐

退。浩浩说：“对于一些
("

后女星来说，

早出嫁可以少奋斗。许多人只看到明星

光鲜亮丽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背后付

出的艰辛。明星们拍戏的条件通常很

差，住的比招待所还不如，吃的也是盒

饭，常常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些
("

后

女星要出名要付出很多，既然如此，还

不如遇上合适的早早嫁人，过安逸的日

子，不用每天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去和那

么多新人拼抢。”

李念!

老公比宋思明靠谱多了

晶女郎孟瑶一出道就被王晶力捧，

出生于
$'()

年的她在事业上升期突然

宣布已于
!""(

年与内衣品牌总裁周磊

结婚并且诞下儿子。孟瑶的老公身家不

菲，是绝对的内地富豪。孟瑶说：“这么

年轻就结婚，因为我是行动派，感觉对

了就结婚了。希望得到大家的祝福。”

“感觉对了就结婚”，这句话是许多

("

后女星的心声。
$'()

年出生的李念

出演《蜗居》中的海藻后走红，她却没有

乘胜追击多演几部好的影视剧，而是在

微博上宣布：“暂退娱乐圈。今年不拍

戏，暂居香港。让时间解释一切。”直到

李念因为房子质量问题与任志强在微

博上掐架，才曝光了李念去年已经与金

融界青年才俊林和平在香港登记结婚

的事实。传闻李念已经怀孕，林和平是

管理着
!!

亿美元的软银赛富合伙人，

现实中李念的老公可比《蜗居》中的宋

思明靠谱多了。

张雨绮!

钻戒克拉数是她的生日

汪小菲和大
-

的婚礼高调热闹，人

们纷纷把同情的眼光投向了汪小菲的

前女友张雨绮。随后，张雨绮发布微博

“我回来了！我的
(&((

！”，同时配以一

张右手无名指佩戴钻戒的照片，引发巨

大关注。原来，张雨绮与曾获柏林电影

节金熊和银熊奖的著名导演王全安已

经结婚，那枚
(.&((

克拉钻戒是王全安

送给张雨绮的结婚礼物，张雨绮出生于

$'(&

年
(

月
(

日，钻戒的克拉数正好

是她的生日。王全安家族在延安颇有影

响。这么多年，王全安拍过数部电影，包

括《图雅的婚事》，虽然国内票房不佳，

但却在国外赚翻。在北京，王全安有自

己的影视公司，王全安的身份不仅是导

演，还涉足电影产业。其中电影《白鹿

原》的亿元大投资中，也有他参与的一

部分。一个有潜力的导演，还有如此殷

实的基础，他的身价至少有好几个“鸽

子蛋”。换句话说，王全安是娱乐圈不动

声色的“另类豪门”。

车晓!

演得好不如嫁得好

去年，
$'(!

年出生的华谊女星车

晓嫁给据说身家超过
*"

亿的山西首富

李兆会，让车晓这个名字火了一阵，大

家纷纷感叹“演得好不如嫁得好”。车晓

结婚后很少拍戏，最多参加一些活动拍

拍写真。作为一个演员，大家对她的印

象，依然停留在《非诚勿扰》中的“性冷

淡女”。

浩浩说：“在我看来，
("

后女星早

早嫁入豪门也不错，毕竟女人的黄金时

间是有限的。一个女人对男人的吸引

力，是从
$(

岁开始逐渐走高的，
!)

岁

左右达到巅峰，随后开始走下坡路，形

成一个抛物线。如果
("

后女星自己奋

斗，经过十年二十年时间，成为一线明

星，最终还是要嫁人，但那时候女星们

可以选择的男人就少了很多。结婚是女

人的一次重生，现在看来，这些嫁人的

("

后女星都重生得不错，让自己的生

活都上了一个台阶。”

吴海虹 卢晓莉

乌拉圭捧得美洲杯
弗兰书写三代传奇

! ! ! !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凭借着两大

球星弗兰和苏亚雷斯的三个进球，乌

拉圭在美洲杯决赛中以
,

比
"

完胜巴

拉圭，时隔
$&

年之后再次捧得美洲杯

桂冠。凭借着这次夺冠，乌拉圭也以

$)

次夺冠的纪录超越阿根廷，成为了

美洲杯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

弗兰功德圆满

作为乌拉圭足球十年来的旗帜性

人物，弗兰在本届美洲杯上的表现并

不算出色，在此前的
)

场比赛中，弗兰

一直没有取得进球。不过，在昨晨举行

的决赛中，弗兰却用两个宝贵的进球

帮助乌拉圭击败对手捧杯，也拿到了

自己的第一个国家队赛事冠军。

弗兰的进球荒从去年世界杯三、四

名决赛后就延续至今。半决赛苏亚雷斯

一人打入两球，似乎有篡夺头牌的趋

势，好在决赛中头号射手苏醒，连续向

对手球门施压。第
,!

分钟他机敏的跑

动获得禁区右侧推射机会，只是被本届

大赛表现最好的门将比拉尔扑出，第
,%

分钟弗兰的凌空弹射又被比拉尔得到。

半场结束前，弗兰没有再让机会

错过，他接到阿雷瓦洛的传球毫不犹

豫左脚抽射打入远角。终场前，弗兰为

乌拉圭锁定冠军，卡瓦尼左路横敲，远

端苏亚雷斯头球摆渡，弗兰这次显示

了老到的经验，与最后一名后卫保持

平行，破掉巴拉圭的反越位陷阱，最后

面对出击的门将轻松地一脚捅射，让

皮球慢悠悠地滚入大门内。

凭借着这两个进球，弗兰在乌拉

圭队史射手榜上也追平了打过首届世

界杯的传奇射手斯卡罗内，以
,$

个进

球并列第一。下届世界杯弗兰将年届

,)

岁，能否还打主力或者说能不能参

加都是疑问，但本届美洲杯已经让弗

兰功德圆满。

随着弗兰带领球队夺冠，也就此

书写了世界足坛历史上一段传奇：弗

兰祖孙三代都夺取过美洲杯冠军。他

的外公和父亲也都曾获得美洲杯冠

军。弗兰的外公胡安·卡洛斯·科拉索

曾经在
$')'

年和
$'&%

年先后作为乌

拉圭国家队球员和主教练赢得美洲杯

冠军。弗兰的父亲巴勃罗·弗兰作为球

员参加了
$'&%

年的美洲杯，并且帮助

球队夺冠。“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

特殊的冠军，因为我的外公获得过美

洲杯冠军，然后我父亲也获得了这一

殊荣，现在又轮到我夺冠。弗兰这个姓

氏再次出现在乌拉圭足球的历史上。”

乌拉圭收获颇丰

随着美洲杯的落幕，大赛的各项

评奖也随之出炉，作为最终的冠军得

主，乌拉圭也成为最大赢家，将金球奖

和最佳教练揽入怀中。

在最重量级的个人奖项———最佳

球员的评选中，打入
*

粒进球穿上银

靴、并最终率领乌拉圭问鼎的前锋苏亚

雷斯毫无争议的获得“金球奖”，他是历

史上第
$*

位、也是这项赛事更名为“美

洲杯”以来的第
*

位获得这一无上荣誉

的乌拉圭球员。上一次有乌拉圭人获此

殊荣还要追溯到
$'')

年率队最近一

次夺冠的“王子”弗朗西斯科利，有意思

的是他还在
$'(,

年斩获最佳球员称

号，而该年乌拉圭同样问鼎冠军。另一

位在“美洲杯”上夺得金球奖的乌拉圭

球员是
$'('

年的名将鲁本·索萨。

捧得“金球”，苏亚雷斯的表现也

的确当之无愧。他的
*

粒进球个个价

值千“金”，尤其是半决赛的梅开二度

和决赛的首开纪录，是乌拉圭夺冠的

重磅砝码。同时他也只以
$

球之差遗

憾的错过包揽金球金靴两项大奖，要

知道这一双重荣誉有史以来只有
'

人

曾经同时获得过，美洲杯改制以来更

是只有巴西的里瓦尔多、阿德里亚诺

和罗比尼奥
,

人，“龅牙苏”险些打破

巴西人的垄断。

让苏亚雷斯功亏一篑的是秘鲁人格

雷罗。这位汉堡当家射手以
)

粒进球最

终穿走了金靴，也就此成为自
$',%

年的

特奥多罗·费尔南德斯之后、时隔
%*

年

获得美洲杯金靴的第二位秘鲁球员。

最佳教练的得主毫无悬念的归属

于乌拉圭老帅塔瓦雷斯，“教师”的运

筹帷幄是天蓝军团能最终问鼎的关键

因素。最佳新人的奖项被冠军球队的

!"

岁后防小将科茨领走，这位身高
$

米
'"

多的中卫在决赛中以稳健的发

挥让巴拉圭前锋们束手无策，被誉为

队长卢加诺的接班人，也必将很快成

为欧洲转会市场上的热门人物。最佳

门将是巴拉圭门神比拉尔。

李文

姚明寄望
男篮青年一代

体育总局授予姚明金质奖章

! ! ! !

昨天下午
,

点，姚明退役仪式暨表

彰典礼正式开始。在仪式开始阶段，一个

记录姚明成长的短片在两边的大屏幕上

播放出来。从年轻的稚嫩到青年的成长，

从
/01

的驰骋到国家队的征战，姚明从

$%

岁到
,$

岁的一幕幕如时光倒流，展

现在人们面前。

在赛场上的姚明和赛场外的姚明，

从比赛中激情的姚明到赛场下慈善的姚

明，一个短短的纪录片记述了一个完整

的姚明，也记述了他辉煌的往事。随后，

篮管中心主任信兰成发言，他说：“这既

是对姚明个人篮球生涯和对姚明对中国

篮球事业的回顾和褒扬，也是对一种体

育精神的弘扬和褒奖。”信兰成说：“在

$''%

年至
!""!

年的
201

联赛，姚明创

造的多项记录保存至今，姚明和他所代

表的上海队在
!++$ !!++!

赛季获得

201

联赛总冠军……”在信兰成对姚明

辉煌的过往表示感谢后，篮协党委书记

刘晓农代刘鹏局长宣读了一封信，信上

说：“我因公务出访不能跟大家一起亲历

这一时刻，深深感到遗憾，在此，我谨以

书面形式表达诚挚的祝福，首先，我代表

国家体育总局及中国奥委会，以及我个

人名义向姚明表示衷心问候和敬意。”同

时，刘鹏局长对姚明所做的贡献做了赞

扬，同时祝愿姚明全家健康幸福。

随后，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宣

读了国家体育总局授予姚明“体育运动

荣誉奖章”的决定及中国奥委会决定授

予姚明“中国奥林匹克金质奖章”的决

定，同时将奖章授予姚明。中国篮球协会

则由信兰成主任授予姚明“中国篮球杰

出贡献奖”和“中国男篮终身荣誉队员”

的光荣称号。篮管中心副主任胡加时代

中国男篮现役球员刘炜、王治郅和李楠

授予姚明荣誉队员球衣。

姚明表示：“中国篮球从白发苍苍的

前辈，包括蒋指导，及后面年轻队员大家

共同的荣誉，还有更多的医务人员和为

我们服务很多年的成员，没有你们我真

的做不到今天的地步。”看着下面的嘉宾

和国家男篮
!+$&

奥运队的队员，姚明

说：“我有些无所适从，这里是我呆着最

舒服的地方，这不是我进国家队的第一

块篮球场，但这里可以感到很多怀旧的

感觉，篮球场越来越好，我们的成绩也越

来越好，住了八年的天坛公寓已经有年

轻的国手入住，希望现在到场的这些球

员可以住进去，希望你们可以向更高的

水平和层次冲击，一直到梦想实现的那

一天。”

到11月23日
无协议全年停摆

NBA内部人士曝重磅消息

! ! ! !

西班牙的
/01

官方杂志主管安东

尼奥·巴斯克斯昨天在个人推特上面透

露了重磅消息，
/01

下赛季是否会失去

全部比赛已经有了截止日期———如果到

今年
$$

月
!,

日，劳资双方还没有达成

协议的话，
!+$$3!"$!

赛季的
/01

比赛

将全部取消！

/01

正式进入停摆期已经超过三

周时间了，在此期间，劳资双方的态度都

极度强硬，没有任何一方准备向对方提

出的方案妥协。虽然
/01

不久前公布了

新赛季的赛程，各大全美电视台也随即

公布了转播计划，但是对于
/01

能否照

常进行，任何一方都是心里没底。

西班牙的
/01

官方杂志主管巴斯

克斯昨天透露，如果到了今年
$$

月
!,

日，劳资双方仍然没有达成一致的话，下

赛季将彻底取消。这样一来，时间就非常

紧迫了，
$$

月
!,

日距今只有不到
*

个

月的时间！

此前，球员工会的谈判能力已经遭

到了质疑，最近有一些球员的经纪人找

到球员工会理事比利·亨特，他们沟通的

话题之一竟然是商讨解散球员工会，此

举已经显示了球员们对球员工会的谈判

能力持怀疑态度。

由于“停摆”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

果，所以老板们这一边也不好受。为了节

省开支，一些球队老板已经开始缩编和

裁人。下赛季取消的话，老板们将无法从

比赛中获得收入，还要承担维护球馆和

球队设施的费用。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01

巨星表示，

自己考虑去海外打球。倘若到了
$$

月

!,

日，
/01

下赛季正式取消，那么赴海

外打球的
/01

球星人数还将成倍增加！

宋辉

彭帅世界排名
再创新高
李娜稳居世界第六

! ! ! !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尽管“中

国一姐”李娜近来光芒耀眼，但本赛季表

现同样十分出色的彭帅强势攀升的速度

也令人惊讶。在
451

公布的最新一期

世界排名中，彭帅此前创造的第
$%

的个

人最佳排名再度被改写，达到第
$&

。法

网“新后”李娜则继续稳居世界第
&

。

!)

岁的彭帅是继李娜和郑洁之后，

第三位世界排名闯入前
!"

名的中国选

手。
!""'

年，中国选手李娜和郑洁双双

跻身前
!"

。去年
,

月，郑洁的世界排名

达到第
$'

位，同当时排在第
$$

位的李

娜再度一道出现在前
!"

行列。

去年上半赛季因伤状态一度不佳的

彭帅，去年年底在广州亚运会上夺得女

单冠军后状态神勇，在今年的赛事中不

断创造佳绩，其世界排名也连创新高，相

继创下第
!)

、第
!"

和第
$%

位等最佳排

名。本周她的个人世界排名再次刷新。

彭帅今年上半赛季的出色发挥，使

其跻身世界前
!"

选手行列。在
*

月进行

的美国家庭圈杯女子职业网球赛中，状

态正佳的彭帅不仅单打首次闯入半决

赛，还与同胞郑洁合作打进双打半决赛。

此后，她又和郑洁联手夺得罗马公开赛

女双冠军。在
)

月下旬进行的布鲁塞尔

公开赛中，彭帅战胜了多位名将闯入决

赛，在与现世界排名第一的丹麦选手沃

兹尼亚齐进行的决赛中发挥出极高的水

平，取胜第一盘，但由于经验不足，连负

两盘与冠军无缘。随后，彭帅马不停蹄地

赶往巴黎参加法国网球公开赛，并在前

两轮中横扫对手，最后因为呼吸道感染

而止步第三轮。而在温网中，彭帅不仅与

郑洁联手闯入女双八强，还在单打中创

造了十六强的个人最佳战绩。

徐静蕾 周迅

李念 张雨绮 车晓

乌拉圭队球员弗兰获胜后

举杯庆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