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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

》：斯内普的一滴泪
! ! ! !

西弗勒斯!斯内普"一个有着油腻的头发"鹰钩鼻子整天看不见一丝

微笑的男人#从开篇就是一个不讨喜的人物"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彻头

彻尾的食死徒"是神秘人的追随者"是哈利的克星"但所有的这一切在$哈

!

%下部里被彻底颠覆了"西弗勒斯的过去让每个人都不得不感叹他的伟

大与勇气#

西弗勒斯从小就对莉莉充满了好感" 所以可以直言不讳地说莉莉是

他的初恋"是他这辈子唯一爱过的人#所以当阿不思看到西弗勒斯的守护

神是一只牝鹿时才有了那一段精彩的对话"阿不思问西弗勒斯说&难道你

直到今天还爱着莉莉' 西弗勒斯沉思片刻脑海里浮现的是在废墟中最后

一次也是最痛苦地抱着这个曾经的初恋女孩"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去"当他

眼里闪现出一道泪光时"他的回答只有一个很简单的词语&

"#$%&'

# 不是

()*+,+*

"而是
"#$%&'

"一直(永远# 他是第一个到波特家的人"也是最后一

个抱着莉莉的人"对于他而言哈利是莉莉的期望"这一切他都可以在那双

眼睛里读出来#

当哈利在斯内普死前赶到时" 西弗勒斯最后的愿望仅仅就是再看一

眼那和莉莉相似的绿眸#西弗勒斯!斯内普不在乎任何人对他的看法和误

解"唯一放不下的"就只有她的注视# 他唯一爱过的人"他曾经的一切"他

一生拥有过最宝贵的东西#他最初的幸福是遇见莉莉"最后的幸福是看着

她的眼睛死去# 那一滴眼泪是在说一段记忆"也是在说一段历史"当所有

的黑暗过去时"黎明终将到来"就像哈利最后说的那样&西弗勒斯是一位

好的魔药学老师"是一个杰出的校长"是一位伟大的魔法师# 吴晨

《哈
!

》：十年一梦
! ! ! !

十年一梦"倏忽而过# 随着拥挤的人流走出影院"一个世界的门就这

么关上了# 纵观这八部曲巨篇"其实真算不上是什么多好的电影"论画面

和特效"成本的不断缩减"令哈利!波特系列的画面愈加寡淡"喷着火花星

儿的魔杖跟过年时节娃娃们手上的仙女花烟火有啥区别'论剧情"随着单

本小说越来越厚"电影的删减也越来越多"很多丰富的支线情节和补充描

写都给省略了"甚至很多主线上的细节也没有了)论演员"哈利自从吻过

秋张之后就再也不长个子了"罗恩的体重快追上身高了"马尔福愈加形销

骨立"纳威也不再憨态可掬# 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导演"怪编剧"犹记得

十年前初见哈利时的惊奇" 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 都是一个很精彩的开

局# 然而从某一刻起"罗琳已经不满足于写儿童小说了"她想下一盘很大

的棋"她要完成一部巨著*事实上她也做到了+"于是小说的情节开始变得

悠长"甚至从凤凰社开始已经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一切都在铺陈都在罗

织"为了最后那个盛大的结局#

可是"即便这部长之又长的片子有如此多的缺憾"我们还是年复一年地

趋之若鹜"每一年的放映期"我们都是怀着满腹牢骚却执著地走进影院# 也

许我们从来都没发觉过我们究竟想看什么# 也许"我们只是想进影院做一个

真实的梦# 小说的精彩故事深深吸引了我们"让我们对那个神奇的魔法世界

心生憧憬# 而电影就像在现实和梦想之间打开了一个窗口"让我们匆匆一瞥

继而心满意足# $哈利!波特%电影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再现了小说里的那个令

人神往的魔法世界"一点点的细节堆砌出了风格"令它不至于在一众商业片

中泯然# 导演不断更换"可是那个永恒的魔法世界依然"哈利!波特系列拥有

着独一无二的影像标签"这才是它真正吸引观众的地方#

现在"哈迷们"梦"醒了# 汪俊

《蓝精灵》：适合一家三口集体欢乐
! ! ! !

喜欢看$蓝精灵%的只有两种人&孩子"和童年里有蓝精灵影子的人#

影片的低起点和老套路并不是为学究准备的" 那些对本片齿冷的口水只

存在于被时间打磨到异常圆滑的人群中"我相信"此话绝无例外#

-.

大潮

下"被眼镜绑架的电影大都没了早年二维画面中可能闪现的灵气"所以你

批评的大多数
-.

"其实只是娱乐项目而非电影#

$蓝精灵%的电影版把世外桃源换成国际大都会纽约"大抵都是为了

观众的需要# 移植故事发生地"并注入此类电影中最有效的喜剧元素"再

把正方和反方更明确一点"那剩下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润色与剪辑了#你不

可能指望记忆中,可爱的蓝精灵-能给你一个大喜大悲的落差或者结构过

人的烧脑型大片"所以在
-.

的武装下"一个最常见的家庭剧诞生了# 我

把本片看作今年好莱坞集体兜售童年回忆的浪潮下又一个拳头产品"目

标观众明确"娱乐性突出"这就够了#至于一家三口中有几个人笑了"有几

个人哭了"那真的已经无所谓# 我们生活在高度信息化的消费时代"当我

们肩上的压力已经让很多人都对生活只剩下一声叹息" 那么在影院里与

家人一起度过这足够放松的一百分钟"未尝不是一种集体怀旧的良方#毕

竟孩子们在你被移植的童年里"也能够放肆地欢乐一下"两代人之间话题

的共同点就此也多了一个" 这是一顿洋快餐或者一台学习机都买不来的

机会"何乐而不为呢' 有时候宽容俗套"未必就是件坏事# 麦童

首期国足集训名单出炉

卡马乔上任后

! ! ! !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中国足

协
$'

日公布了卡马乔上任后首期中

国男足的
!(

人集训名单，国家队将于

!!

日在昆明集中，开始巴西世界杯预

选赛亚洲区
!&

强赛的最后备战。

中国队将于
'

月
!

日和
)

日分别

在主、客场对阵新加坡队和约旦队，刚

刚接手国家队主教练的西班牙名帅卡

马乔以及他的教练团队正在抓紧考察

队员，这期公布的集训名单基本上还

是以“高家军”的框架为班底。老将李

玮锋、郑智、孙祥和泰达队的于大宝、

陈涛均出现在名单中，河南建业队攻

击型中场黄希扬的入选则有一点新

意。

于汉超、汪强、赵鹏、张琳 等“高

家军”时代的常客这次均榜上无名，国

安队小将张辛昕、鲁能队高中锋韩鹏

也都落选，卡马乔上任时表示印象不

错的冯仁亮和赵旭日此次都顺利入

选。在韩国全北现代队效力的黄博文

则是唯一的海归球员。

卡马乔将率领中国队在昆明进行

#&

天左右的集训，
'

月
!

日晚他将在

拓东体育场迎来上任后的首秀，对新

加坡队也是一场必须全取
*

分的比

赛。
'

月
)

日客场对实力强劲的约旦

队则是对卡马乔很大的考验，若能顺

利过关则中国队将有一个多月的调整

战术和得以提高的宝贵时间。

中国队球员名单为：邓卓翔、蒿俊

闵（山东鲁能），陈涛、于大宝、李玮锋

（天津泰达），冯仁亮（上海申花），杜

威、荣昊（浙江绿城），杨智（北京国

安），李学鹏（大连实德），杨旭（辽宁宏

运），曲波、于海、赵旭日、张烈（陕西人

和），曾诚、黄希扬（河南建业），刘建业

（江苏舜天），杨昊、冯潇霆、孙祥、郑

智、郜林（广州恒大），黄博文（韩国全

北现代）。

中非希望工程牵出“卢美美”
其父系华商会主席

! ! ! !

郭美美之后，微博再现名人。

$'%+

年出生，美国加州州立大学传

媒专业毕业，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兼秘

书长，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秘书长，

富二代……这些词累加在一起，就是新近

的网络红人卢星宇。

%

月
$)

日，“中非希望小学”一下成为

微博上的热门关键词，这个低调的项目和

它的“富二代”管理者卢星宇也受到众多网

友的关注。网民把卢星宇称为“郭美美二

代”，称其“将取代郭美美成为最新网络红

人”。民众关注卢星宇，其意在关注当前的

社会焦点问题———慈善腐败。

记者通过微博私信采访卢星宇，当日

下午
,

时左右，卢星宇通过微博公开回应

了记者及网民关心的几大问题。

“中非希望小学”突然爆红

%

月
$)

日，有媒体报道了北京多所

农民工子弟学校遭拆迁，涉及大兴、朝阳、

海淀近
*

万学生的消息。这则新闻让很多

网友关注和痛心，在关注“希望小学”等信

息时，有网友发现了“中非希望工程”项

目，并把相关信息发到了网上，这个项目

因此进入网友们的关注视野，而该项目主

席团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也令人大跌眼

镜。

根据
)

月
$*

日新华网的报道，“中非

希望工程”将在
$"

年内为非洲捐建
$"""

所希望小学，耗资约为
!"

亿元人民币。

很快，有网友发现，中非希望工程执

行主席兼秘书长卢星宇也开设了实名认

证微博，其微博
-.

为“卢星宇
/

吸血鬼美

人鱼”，认证信息为：全球华商未来领袖

俱乐部秘书长、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

兼秘书长。

有网友发微博称：“卢星宇一夜成

名，风头盖过郭美美
0

原来那个中国拿出

#,

亿在非洲援建
#&&&

所希望小学项目

就是她这个
#'%+

年生的小妹妹负责的。

她所经营的慈善组织和红十字会一样，

对所有捐款提成
#&1

作为管理费，即一

亿五千万。怪不得自己国家孩子上不起

学她不管却热衷去让非洲的孩子上学。”

卢星宇背景不凡

在被曝光后，卢星宇资料、卢星宇照

片等也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并在网友中

掀起了阵阵热议。相关信息显示，卢星宇

年仅
!(

岁，系亿万富翁卢俊卿之女。卢

俊卿是华商
,&&

强俱乐部主席，天九儒

商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世界杰出华商

协会执行主席，全球公益慈善联盟金质

勋章获得者。卢星宇美国加州州立大学

传媒专业毕业。

昨天下午，记者拨打中非希望工程

官方网站公布的三个公开捐款电话，其

中两个一直无人接听，另一电话拨通后，

对方称不是中非希望工程，以“打错了”

为由匆忙挂断电话。

记者在“中非希望工程”官方网站上

看到，该基金会是一个由企业法人、社会

团体法人、自然人向青基会捐资设立的专

项公益基金，目前已在非洲的坦桑尼亚、

肯尼亚等地建设希望小学、资助困难学

生。项目的收入来源包括发起人的捐赠、

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成员的捐赠、世

界杰出华商协会会员等企业的捐赠，而捐

赠资金的
$&2

将用作青基会项目服务和

管理及行政费用。

该项目组委会的
'

位主席中，执行主

席名为卢星宇。此外，还有人质疑该基金

会基本属于一个家族企业，组委会成员中

有两位年轻的新人分别是主席和共同主

席的子女。

关注之下微博玩变身

网友的关注和讨论也引起了卢星宇

本人的注意，
$)

日晚
$$

时许，“卢星宇
/

吸血鬼美人鱼”改名为“卢星宇年轻人更

要努力”，
$+

日零时许，再次改名为“做好

事还被人说啊唉”。

昨天凌晨，“
3

卢星宇加油”发表了

新的微博。“我换名字、删微博、换头像、

回评论等都是我这个
%,

后的女人的正

常心态！因为我今晚的确很伤心、很触

动，但我会好好调整自己！虽然我是个年

轻女人，但我不会做缩头乌龟，有什么负

面评论就沉默或者躲起来。我会勇敢地

面对现实，我坚信不管是我现在的事业，

还是学业，都是我追梦努力的成果！卢星

宇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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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星宇公开回应

! ! ! !

记者通过微博私信卢星宇，提出采访要求。下午
,

点
*%

分，卢星宇通过微博

公开回应了记者和众网民关心的几大问题。

“为什么去非洲建学校？”“希望工程的爱心怎么都撒到非洲去了？”卢星宇回

应道：“爱心无国界。非洲是中国的友好兄弟，帮助非洲失学儿童，是我们应尽的

义务。中国政府近几年给非洲各国捐建了
$&&

所学校，受到全球盛赞。一批富有

爱心的中国企业家自发地跟随政府的脚步，为非洲捐建希望小学，是一件好事，

大家应该为他们喝彩！为他们自豪！慈善无罪，对相关发起者也应该表示敬意。但

是，有人有不同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我表示尊重。”

很多人都质疑为何
!(

岁就能担任此次中非希望小学工程的执行主席，即使

她毕业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也要考虑到她之前是否有过相类似的工作经历等。

除此外，一部分网友还将焦点集中到了她的身份上，认为此举有任人唯亲的嫌

疑。卢星宇回应：“中非希望工程动员捐款、对外联络、活动组织等很多具体工作

由我负责执行，实践证明，我也有能力做好所承担的工作，所以组委会让我担任

执行主席。执行主席是一份责任，不是一个官位。”

对于网民普遍质疑的
$&2

的工程管理费问题，卢星宇说：“工程章程、协议

上都明确规定：企业家把善款直接汇到青基会，由青基会按国家法律法规统一管

理，同时，青基会负责学校的建设工作。青基会按照国家规定的
$&!

提取工程管

理费用。由于是国际工程，管理成本比国内高得多。初步估算，
$&!

的管理费可能

还很难打住。为此，我去非洲的四趟的所有费用和几次募捐动员活动的所有费

用，都是我父亲给我支付的。迄今为止，我没有在管理费中报销一分钱。我是工程

第一个捐款到账的人，我把从小到大长辈们给我的几百个红包总共
$&&

万元，全

部捐给了工程。我父亲为了支持我做职业慈善家的梦想，也第一个带头认捐了
$

亿元。而且我和下属团队的日常开支也都是由父亲资助的。那些说我们为挣管理

费而做慈善的，纯属无稽之谈。”

卢星宇并不避讳自己是“富二代”
4

在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成立大会上

她提出
4

要把“富二代”变成“仁二代”
4

可以说，中非希望工程就是一个“仁二代”工

程。关于“晒幸福”，卢星宇说：我是想和关心我的网友们分享我的快乐，我认为，

这是对网友们的义务。同时，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分享，让更多的人坚信做好事有

好报，做好事受人敬，得道可以多助，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慈善公益中来，特别是

希望“富二代”们都成为“仁二代”。除此之外，别无他意。如果有人看不惯，不舒

服，我表示理解和尊重。对网友们的善意劝告，我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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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其实是家私人公司

! ! ! !

记者拨打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5

以下简称“中国青基会”
6

的公开捐款

电话，均无人接听。而在
#+

日晚，中国

青基会在其官方网站头条刊登文章，

就网友针对“希望工程走进非洲”一些

疑问予以回应，强调“希望工程资助服

务的重点在中国”。文章强调指出，中

国青基会与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是公益

性质的合作，不是商业合作。

根据“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官方网

站介绍，该协会是以华商
,&&

强为核

心，以华人亿万富翁为主体的全球性

华商组织，旨在促进华商精英强强联

手，和合共荣。注册地：中国、美国、英

国。协会主席卢俊卿，四川广元人，先

后就读于绵阳师范学院和美国普莱斯

顿大学。

%

月
#+

日清晨，磨铁图书有限公

司创新空间经理王小山在其认证微博

中发布系列博文《分析卢俊卿》。经其

查询发现，所谓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只

是一家私人公司，其公司编号为

&'+),')

，成立日期是
!&&,

年
)

月
#&

日，公司类别为私人公司。

对于网民质疑青基会：为何要跟

一家私企（“世界杰出华商协会”这个

名字听起来挺像
789

，还跟香港澳门

的华商协会名字雷同）来合作“中非希

望工程”？全国性民间组织没有叫“中

非希望工程”的，那它有募捐资格吗？

按基金法，它公布的募捐账目在哪？

中国青基会回应，到目前，中国青

基会没有就“希望工程走进非洲”向社

会公众进行劝募，该项目所有捐款均来

源于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会员的定向捐

赠。中国青基会对“希望工程走进非洲”

实行专账管理，接受捐赠人的查询和独

立机构的审计，审计结果向社会公布。

! ! ! !

卢星宇年仅
/0

岁" 系亿万富翁卢

俊卿之女# 卢俊卿是华商
122

强俱乐部

主席" 天九儒商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

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执行主席"全球公益

慈善联盟金质勋章获得者# 卢星宇美国

加州州立大学传媒专业毕业#

央视评“十大小儿科歌手”遭质疑
“至上励合”被批唱功只是“KTV水平”

! ! ! !

最近，央视评出了“十大小儿科歌

手”，
#(

岁的美国女歌手丽贝卡·布莱克

高居榜首，内地组合“至上励合”位居第

二，“幼稚时期”的阿雅居第三，往后依

次是王心凌、贾斯汀·比伯、花儿乐队、

徐怀钰、孙悦、赵薇、
:;<=>

。节目还总结

了“小儿科”歌手的惯用招数：一句歌词

重复数遍，歌词口语化甚至口水化，旋

律俗套且雷同……“小儿科”，在这里意

指低龄化的音乐风格。

受到央视节目的痛批，这些上榜歌

手有何回应？音乐圈中人又有何看法？记

者就此采访了多家唱片公司的相关人士

以及著名音乐人朱德荣等音乐界人士。

朱德荣等人认为，存在就是合理的，并相

信“小儿科歌曲”不会成为主流。

央视节目点评

至上励合只是“KTV水平”

在央视的节目中，“十大小儿科歌

手”被一一点评，言语中充满辛辣讽刺。

近年来红遍大街小巷的乐队组合

“至上励合”被批唱功只是“
?:@

水平”：

“至上励合的出现充分说明了国内流行

乐坛的乏力，自己没东西就跟韩流的

风，而且连跟风都跟的是人家玩剩十几

年的，还跟不到点儿上。”

对于解散前的花儿乐队，节目里这

样评价：“这几个天真无邪、一心想做音

乐的孩子，已经变成哗众取宠、插科打

诨的小丑，其歌曲以抄袭日韩口水歌的

旋律配上耍贫嘴的歌词为主打，让人听

了好像被一个拨浪鼓前后左右摇了几

百圈，晕菜了！”

孙悦的歌词被评价为让人一头雾

水，而“快歌实在是有些十三不靠”：“孙

悦从韩国镀金回来，脸蛋年轻了
,

岁，曲

风更是年轻了
*&

岁，孙大姐把当时盛行

的韩舞照搬在自己的音乐中，歌词和曲

风也越来越不伦不类起来，让原来喜欢

《祝你平安》的老歌迷莫名其妙，让酷爱

韩流的新歌迷也没打算接纳她。”

唱片公司回应

偶像歌手只针对校园市场

对于央视节目的批评，至上励合的

经纪人笑笑表示：“在榜单里还看见贾斯

汀·比伯、
:;<=>

等非常成功的艺人，而这

十组艺人也大多是定位为针对校园市场

的偶像歌手，这些是不是也说明至上励

合在这个领域做出了一定成绩呢？”

虽然花儿乐队已经解散，但大张伟

的经纪人刘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作

出回应：“不要太在意其他人的看法，花

儿乐队敢于走自己的个性化路线，这在

娱乐圈是很宝贵的，至于节目里面说大

张伟的发型十年来没变过且形象模仿

韩国风，简直是无稽之谈。”

圈中人士观点

艺术上应该提倡百花齐放

著名音乐人朱德荣认为，存在就是

合理的。“在音乐界，特别是流行音乐，

存在着各种唱法、各种表现力，比如以

前认为嗓音是最重要的，但是后来声音

沙哑的崔健、阿杜、杨坤还不是一样很

受大众欢迎吗？所以，大家无需大惊小

怪。音乐的东西，只要大家喜欢就好

了。”对于央视节目中频频提到的“抄

袭”，朱德荣认为有点大惊小怪。

星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硕士生导师

穆红也对这种“小儿科”现象表示包容。

她认为，在艺术上应该提倡百花齐放，

“像当年周杰伦唱的《双截棍》，一开始

也有很多人不认同，现在还不是很多人

传唱？同样的道理，是金子总会发光，时

间让好的音乐传承下去，比如我们传唱

了上百年的民谣。而这些‘小儿科’的音

乐都是一时的，他们并不会成为社会的

主流。反过来，他们的存在正是社会环

境的一种产物，只能说他们迎合了当下

一些听众的口味，可以让他们从这些歌

曲中得到精神的抚慰也好、满足也罢，

我们没有必要从艺术的专业角度去强

求它。‘小儿科’反映的是一个社会趋

势，是社会本身的问题，就像英国的暴

乱不是一个人引起的，而一首歌、一个

歌手还没有这么大的杀伤力。”

粉丝难以认同

贾斯汀·比伯怎么也上榜？

该节目一经播出，便引起了网络上

的热议。大部分网友对央视的这一榜单

表示质疑，并对自己喜欢的歌手被上榜

感到不解，比如时下当红的加拿大歌手

贾斯汀·比伯。

在很多粉丝看来，音乐是很主观的

东西，只要听众喜欢就够了。“不管怎么

说，贾斯汀·比伯的歌还是挺好玩的。我

觉得歌曲不一定要有什么意义，好听，

大家爱听，听了能给你带来快乐就够

了，央视对流行音乐的理解有点落伍

了。”“央视的观点有点偏激，每个人的

风格都不同，无需褒贬。”还有网友戏

称：“看完之后才知道我的很多品位都

是小儿科……情何以堪！”

当然，网络上也不乏对榜单表示支

持的声音：“孙悦一把年纪了，还卖萌，

让人受不了。”“至上励合太山寨了，应

该是榜单第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