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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灾来袭
明星股神曝光
孙海英：年赚 10%很轻松
方中信：300万货所剩无几

! ! ! !

近日，受美国信用评级下调的影响，

全球股市暴跌。娱乐圈中热衷于炒股的

明星们损失如何？昨日，重庆晚报记者采

访了几位明星股民，出人意料的是，他们

多数人都表示自己并未被套牢，相反有

的人还赚了不少，且他们对于此次的股

灾心态都很乐观。

【自学成才型】

孙海英：

崩盘之前就抛售了

作为资深股民，孙海英在电话里称

买股票千万不能凭运气瞎买，“买之前

一定要先研究这只股票的股性活不活，

活的话就买进，平时要多看看新闻，对

国际经济有所了解。”孙海英从来不会

听小道消息，“我就是自己研究，别人的

分析意见我一般都不听。”正是靠着多

年的经验，此次股灾孙海英没受到一点

影响，“之前我就抛售了，我现在还准备

趁低价买进建仓。”对于广大股民，孙海

英给出建议：“买股票千万不要贪，不能

把所有心思和身家都放在里面，那样会

伤害到自己。”孙海英每年给自己设定

的炒股利润为赚
$&'

，他表示这很容易

就达到了。

罗家英：

一直做长线所以没赔

有着
!"

多年炒股经验的罗家英对

于目前的经济形势十分了解，虽然股市

崩盘，罗家英却表示自己并没亏，“我

都是做长线的，所以总体我都没有

赔。”罗家英透露自己最爱买汇丰银行

的股票，之前以
(&

万元买进，现在已经

赚了
)&

万元，就算赔也赔不到哪里去。

罗家英透露妻子汪明荃也是理财高手，

“她一点都不碰股票，只会买房子来升

值。”

【运气十足型】

陈龙：

虽被套牢但不担心

股龄已有五六年的武松扮演者陈龙

此次也和其他股民一样被套牢了，但陈

龙却并不担心，“现在只要不抛就不会受

影响，我一般都是买了放着不动。”对于

炒股，陈龙坦言自己从来都是凭感觉，

“我觉得我是运气好的那种类型。”陈龙

透露
!&&)

年的时候，股市全面飘红，自

己曾以
$!

块的价格买入招行的股票，最

后以
!)

块的股价卖出，赚得盆满钵满。

在陈龙眼里，医疗、金融、地产等行业的

股票都看好。

甘婷婷：

几只股有涨有跌

在新版《水浒传》里饰演“潘金莲”的

甘婷婷虽然入市只有三四年，但显然已

赚了一笔，“第一次买股票就是跟着朋友

一起玩，大概赚了
(&'

。赚得最多的一

次短线交易是国阳新能，我是从去年四

五月份开始关注这只股，到去年
$&

月

前，大盘开始启动，然后我
$*

块买进最

后涨到
+&

块卖出，也有不错的盈利。”最

近的股灾中，自己买入的几只股有涨有

跌，也没有赔大钱，这让甘婷婷很是欣

慰。从股市的涨跌中，甘婷婷也学会了很

多东西，“我们演员经常接触的是名利

场，这个跟股票很像，大家都追捧着你，

你就好。人生就像
,-

股一样，都不知道

哪天就没了。”

【高人指点型】

翁虹：

交专业经纪人打理

亚姐出身的翁虹在理财方面，有着极

强的风险保障意识。昨日，翁虹老公刘伦

浩接受重庆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炒

股多年，但他们都不会亲自经手，“我们都

是交给专业的股票经纪人打理，因为没有

时间去管。”刘伦浩表示，现在他们家炒股

都是追求稳妥，设定的目标是每年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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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这些目标每次都能达

到，“这次股灾对我们的影响也还好，小赔

了一点，但是没有伤筋动骨。”

吴孟达：

股神弟弟 15年赚数亿

吴孟达在电影《大人物》里饰演了一

名被股票害得倾家荡产的主持人，但在

现实生活中，达叔的股票生涯却是无惊

无险，“我
+"

多年前就开始学着买股票

了，记得第一只股票买的是香港一家牛

奶公司，当时亏了几十万。”因为领教了

股市的凶险，吴孟达已
!"

多年不自己炒

股了，而是将一小部分资金交由弟弟打

理，“我弟弟是个专业人士，以前是银行

职员，
$**)

年就开始自己在家买股票，

$(

年来赚了几个亿吧，每年也给我分点

红，有时是一百多万，有时几十万，总比

自己炒股票来得省心。”而达叔也告诫各

位股民，“在买股票前要调查这个公司的

实力，不要盲目跟风。”

方中信输得比较惨

在这波股灾中，经历过
!""%

年股灾

的方中信再次做了“大闸蟹”，他透露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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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货所剩无几，已经做好全部亏掉的

心理准备，并高呼：“我看不下去了！”

任达华劝大家早离场

世界各地都有物业的任达华得悉股

市急跌后，他说：“冷却一下是好事，又不

是第一次做大户的点心，我觉得后市影

响会更大。劝股民算啦，及早离场！”

吴孟达 甘婷婷

韦迪：信媒体还是信专家？

面对“为何选择卡马乔”的质疑，足协掌门人坐不住了

! ! ! !

西班牙人卡马乔即将入主国足，面

对外界的广泛质疑，足协掌门人韦迪终

于坐不住了。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面

对几大焦点问题，韦迪一一作了回应。

已经适应了“骂足协”

韦迪说，来足协一年半了，外界是以

“骂足协”为常态的，“我从起初的不习惯

到现在也慢慢开始适应了。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站在不同的角度，肯定都有道理。

我是兼听则明，听取各方意见。”

“比如说选帅，以前是一直叫，赶紧

换帅。真要换帅了，不少人又反问为什么

要换？我想，这里面有个因素肯定对大家

的判断多少都有些影响，就是中国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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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赛中分组抽签形势不错，但如果中

国队分组形势不利呢，又会怎么说？”韦

迪无奈地说道，“站在足协的角度，做事

不可能像外界想像的那样。亚洲杯后换

帅，时机就一定成熟吗？那时，万达和中

国足协的合作还没有开始。正好是赛季

中，世界足坛有那么多好教练可以选择

吗？欧洲赛季一般都是夏天有不少赋闲

的教练，选择面更广一些。更何况我们和

万达的合作是一个多月前才签署的。”

后悔错过里杰卡尔德

事实上，中国足协之前确实联系了

很多世界级教练，但因为种种原因错过

了，韦迪特别提到了里杰卡尔德，“外界

现在也已经知道了，里杰卡尔德、里皮、

克林斯曼等人，我们都联系过，有的是人

家不愿意来，有的是各种原因错过了。就

像里杰卡尔德，错过之后，你以为我们不

后悔吗？”

错过里杰卡尔德，在韦迪看来是足

协自己缺乏诚意，“如果不是邀请里杰卡

尔德的经纪人来华，而是我们走出去，可

能里杰卡尔德就不会被沙特截走了。我

们总是把人家叫过来，显得缺乏足够的

诚意。所以后来见卡马乔，我们选择了主

动出击。”

卡马乔是专家推荐的

卡马乔来了，但外界对他的执教能

力普遍持怀疑态度，因为卡马乔实在没

有拿得出手的成绩，对此韦迪坦言，“卡

马乔是西班牙足协推荐的候选人。而且，

国际足联专家在给我们推荐候选人时，

也提到了卡马乔！西班牙足协和国际足

联为什么同时推荐卡马乔？难道卡马乔

真就像国内一些媒体所报道的，真是不

行？作为中国足协，我们是相信西班牙足

协、国际足联的专家，还是相信国内媒体

的报道？我想不管谁带队，恐怕都不敢拍

胸脯，保证能去巴西。”

韦迪还强调，之所以和卡马乔签三

年，就是着眼于未来，让他兼顾青少年球

员的发展培养，希望能够用一个相对较

长的时间，让西班牙足球乃至欧洲足球

的精华，能在中国足坛生根开花。

“我可以说一声，中国队洋帅来了

后，我们将全力放权，充分让洋教练施展

他们的才能。我们足协所有人的工作就

只有一个，全力配合！”韦迪最后说。

卡马乔14日正式上任
总局完成国足新帅审批

! ! ! !

记者了解到，国家体育总局有关方面已经完成了关于卡马乔出任

中国男足主帅的审批工作。
$/

日，卡马乔将亮相中国足协与万达集团

为其举办的上任发布会。

关于国足新帅卡马乔何时亮相北京的具体时间，媒体猜测不一。据

记者昨天从西班牙方面了解到，国家体育总局目前已经完成了卡马乔出

任国足新帅一事的审批工作。此外，万达集团在卡马乔年薪方面已经与

卡马乔达成一致。卡马乔迟迟未出现的原因是在西班牙处理私人事务。

据记者独家了解到，即将挂帅中国男足的卡马乔将于
$!

日离开马德里，

正式前往中国执教。
$+

日，卡马乔将到达中国。
$/

日，卡马乔将参加中国足协

与万达集团共同举办的新闻发布会，正式以中国男足主帅身份亮相。

新“西游”被封 网友一片叫好

张纪中回应：哪有问题，去问广电总局

! ! ! !

由张纪中执导的新版《西游记》日

前在
0-1

影视频道的播出遭遇波折，

原定于
%

月
)

日播出的该剧被另一部

剧临时取代。对于新“西游”被“封”一

事，众网友竟然不约而同发出一片叫

好声，称经典一再被翻拍、篡改是影视

圈缺乏创新意识的表现，翻拍经典是

对名著的糟蹋，更发出“敢问谁人敢

看”的疑问。

据报道，正在广东南方、山西太原

等几大地方台进行首轮播出的新版

《西游记》原定于
%

月
)

日登陆
0-1

影视频道，而此前电视台方面关于该

剧的播出宣传也已持续多日，但是临

开播前三天，北京台方面接到通知要

求该剧暂缓播出，原因据制片方慈文

影视介绍是因广电总局对该剧提出了

一些修改意见，至于具体有哪些需要

修改则不清楚。不过，该剧此前在其他

地方频道已经正常播出。据悉，地方频

道播出的剧集只需先通过当地广电局

审查通过即可，而在北京台地方频道

播出的剧集，则和卫视一样都需要通

过广电总局审查才能播出。

有消息称，新版《西游记》耗资一个

多亿用于制作特效，但是如此重金打造

之下的作品却是差强人意，有网友表

示，在看过该片的预告片之后，无论是

人物造型还是台词情节，都让人感觉雷

点重重。“告诉你，什么叫做天使啊，这

个天使就是天上掉下的屎。”，“那猴子，

你慢点飞，尊重老年人哪。”诸如此类的

穿越台词让网友惊呼幻灭，发出“文化

断层或荒漠化致使演艺界无剧可演，于

是纳税人的钱就被用于重复古典谎言”

的哀叹。许多网友也表示支持广电总局

修改，“广电总局这次的决定是正确的
2

那些所谓的大师啊之类的主，不要拿粗

鄙当个性好不好
3

”

对于自己的作品遭如此风波，导

演张纪中不改霸气本色，称自己把片

子拍完，“交上去”就完成任务了。“我

当然觉得这部剧没太大问题，在其他

台也照播了，但有时标准不统一，每个

人看法也不一样，至于到底哪有问题，

应该问广电总局。 ”

吴绮莉厌倦提成龙
女儿对报道麻木

! ! ! !

吴绮莉与小龙女吴卓林移居上海

十多年至近日回归香港，昨日她首度

为清谈节目进行录影，问到节目中会

否提及女儿与其父成龙？她反应甚大：

“为什么要讲成龙？女儿是我自己的女

儿，其他第三者不关我事。”

据香港“成报”消息，昨日吴绮莉

为《女人有话儿》进行首次录影，该集

请来相识
!"

多年好友袁咏仪与关宝

慧担任嘉宾，至于吴君如任嘉宾的第

一集将于稍后录影，并已定于下月
+

日首播。吴绮莉不讳言节目内主要倾

谈大家感情和家庭生活，强调即使被

嘉宾问及自己的私人事也不怕。但问

到会否谈女儿及其父亲成龙？她即反

应甚大地说：“为什么要讲成龙？不关

我事！女儿是我自己的女儿，其他第三

者不关我事，都过去那么久啦！”

提到吴绮莉两母女回港后，林凤

娇即避走台湾，吴绮莉闻言未感不悦，

还笑说：“这样的新闻多余，现在交通

很方便，大家成日周围飞啦！迟些我约

吴君如做我嘉宾访问，到时陈可辛飞

去其他地方又关我事吗？大家不好这

么敏感啦！”续谈到林凤娇被追访时一

听到“吴绮莉”三个字即时黑面，吴绮

莉就继续笑说：“大家说得太多啦！”

此外，吴绮莉表示此次重返娱乐

圈，已有心理准备与成龙再扯上关系

会被人问，她说：“我觉得已经过去，

4

卓林回来有没问起爸爸？
5

没，我都重

复答了十几年，女儿都觉得麻木！反而

是狗仔队成日拍我家搞到我没有隐

私，让我觉得不舒服。”

央视秋晚“植入”姜文电影
费翔亮相主打怀旧老歌

! ! ! !

电影《让子弹飞》里为观众所熟悉

的碉楼建筑群，将成为今年央视中秋

晚会的舞台场景，这也是央视大型晚

会第一次运用电影场景。

昨天，央视中秋晚会宣布建组，并

公布晚会将在广东江门举行，名为“江

门月中华情”。
*

月
$!

日中秋当晚，他

们将为观众上演一场融“侨、楼、泉、

风”温馨特色为一体的晚会。

●舞台布景
《让子弹飞》场景、“小

鸟天堂”入画

今年央视的中秋晚会，将首次运

用电影拍摄场景当布景。在“碉楼”前，

还将开设一个《让祝福飞》的“中秋送

祝福”活动。届时，主持人在串联的过

程中将用播报和屏幕下方横飞字幕的

方式来送出观众的“祝福”。

之所以将“碉楼”运用到晚会中，

晚会总导演周晓岚表示，因为这个碉

楼建筑群正位于此次晚会的拍摄地江

门，“运用电影场景不仅让晚会舞台布

景独特，更能给观众新鲜感。”周晓岚

解释，这也是今年中秋晚会选择江门

的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除了“碉楼”外，文学巨匠巴金笔

下的“小鸟天堂”也将在晚会中亮相。

记者获悉，无论是碉楼，还是小鸟天

堂，都是实地拍摄，而非模拟版再现。

●晚会内容
主打粤语老歌费翔容

祖儿等亮相

今年中秋晚会，以“月”为轴，以

“情”为线划分为三个篇章。《月印故

土》浓缩桑梓乡情，《月系亲缘》展现血

脉亲情，《月满华夏》续写天涯此时。

而主推怀旧风的粤语老歌是晚会

的特色。晚会开篇就将以粤语老歌开

场。周晓岚透露，这些老歌几乎都是观

众耳熟能详的，听着这些老歌，能唤起

一代观众的怀旧情怀。

费翔、容祖儿、费玉清等港台明星

已确定将在中秋晚会亮相。节目将采

用港、台、内地三地共同主持的方式，

主持人以普通话为主，少量使用粤语，

具体主持阵容还未最终敲定。

据悉，央视中秋晚会将于
*

月
$!

日晚
%

点登陆央视一套和四套。方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