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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新政”明星受益多
诸多明星表示愿意追随新政

近几天，不论街头巷尾还是网络空
间，最火的话题就是“全面放开二孩”的
新政。而在娱乐圈，明星们因其经济实力
提前“享受”二孩待遇的，不在少数，这也
是公开的秘密，最为典型的当数名导张
艺谋因超生而被征收巨额社会抚养费。

自然，“全面放开二孩”的新政也在
娱乐圈引发了强烈的回应。至少，明星们
不必再偷偷摸摸地到境外产子，也不用
再支付“二孩”社会抚养费。据记者了解，
在政策出台之际，诸如春晚导演哈文、演
员彭波等就表示出了追随新政的意愿。

以前生二孩最怕成了张艺谋

虽说在娱乐圈，因明星们收入高，不
少人提前“享受”二孩待遇。但据记者了
解，其代价也是不菲。

圈中很多男女明星由于自身是独生
子女，生下第一个孩子后，怕独生子孤
单，大都想生二孩。但又迫于当时的政策
压力，在生第二个孩子时，不得不偷偷摸
摸或去美国或去新加坡等地产子。花了
大把钱，生下的孩子还是外国籍，像胡
军、田亮、陆毅、郭涛等明星都是在境外
生的二孩。
“超生”明星最受人关注的自然是张

艺谋导演。今年65岁的他，一共生了四
个娃。虽然张艺谋被吐槽生了一队“葫芦
娃”，但最后坐实的是跟陈婷生了两男一
女，大女儿张末则是与发妻生的。

明知超生还要生下来的结果，就是
张艺谋自称过得像超生游击队一样、孩
子在外面都不敢叫自己爹云云。最终，张
艺谋为超生，被征收社会抚养费748.78
万元，还必须一个月内缴清。张艺谋是拖
到一个月期限的倒数第二天才“两清”。
张艺谋万万没想到的是，今年就放开二
孩了。网友为此不无揶揄道，“二孩政策
怎么不早点来？张导至少少交 300万
元！”

以后生两娃再不用遮遮掩掩

话又说回来，张艺谋也够实诚，不少
明星把孩子超生在境外，也就避开了社
会抚养费，比如：孙俪邓超选择在香港生
二孩，王宝强的第二个孩子选在了美国
出生。

当然，“放开二孩”让明星们直接受
益的，并不是钱，而是不用遮遮掩掩或者
躲到境外，同时又了却了生二孩的愿望。

因主演电影《疯狂的石头》一举出名
的演员彭波，10月30日晚在接受记者
电话釆访时，就直言要生俩。“因为我自
己就是独生子女。家庭生活中，没有兄弟
姐妹显得特别孤独。我是从心里拥护全
面放开二孩政策。等结婚了，一准生两个
孩子。”

同彭波相比，著名导演哈文则显得
含蓄了几分。10月29日晚，哈文通过微
博喊话女儿法图麦，问她是要弟弟还是
妹妹。随后，法图麦调皮地回应称要姐
姐，机智回答逗乐网友。

即将生产二胎的辣妈何洁，在微博
晒出了怀孕前的裸背照和现在的大肚
照，称怀孕前后的区别就是，“怀孕前只
敢露后面，怀孕后我敢露前面了！”不知，
这是否也可以解释为力挺新政的注释
呢？

女明星生二胎在与时间赛跑
在生二胎这件事情上，喜欢

赶潮流的明星们当然不能落后。
前两天，大 S就被媒体宣布“再
次顺利怀孕”。

10月29日是大S奶奶94
岁的寿宴，当天她带着老公汪小
菲、1岁半女儿汪希玥参加，被
媒体拍到穿平底鞋、衣着宽松，
而且小腹微微隆起。对于女儿再
度怀孕的消息，大 S妈妈没否
认，她藏不住喜悦地说：“我只能
说我很开心，有些习俗是要遵守
的。”

其实早在政策出台前，就已
经有不少娱乐圈明星投身“二胎
大军”了。现在回头看看，当初为
了生二胎，大家也是“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有不差钱“土豪”型的，比如
曾经一度引发“超生”话题的导
演张艺谋，因为和陈婷“非婚生
育3个子女”而在去年1月被无
锡市滨湖区计生局依法征收“计
划外生育费及社会抚养费”
748.78万元。还有为了躲避政策
到我国香港地区或美国“曲线”
生子的———邓超和孙俪为了生
“小花妹妹”，就提前办理了香港
优才计划，把自己变成“香港
人”。王宝强为了老婆肚子里的
“二胎”，也不惜携妻子低调“潜
伏”美国，直到第二个孩子诞生
才回国。

不知道这些明星看到如今的
政策，会不会懊恼自己没有大S
和汪小菲那样的“好远见”。但是
话又说回来，大家都说明星们“人
傻钱多”，只要能生孩子，花点钱

算什么。不过，娱乐圈的二胎生
活，也不是永远光鲜亮丽。

今天，我们就列举一些明星
的二胎“酸甜苦辣”，权当大家茶
余饭后的谈资，仅供参考哦。

二胎跟一胎像
是“复制粘贴”
代表明星!邹市明

有一种脸，叫复制粘贴。如
果你还记得在本季《爸爸去哪
儿》中，当邹市明的二儿子和大
儿子轩轩站在一起，两人竟然有
一模一样的单眼皮小眼睛和肉
嘟嘟的外形，呆萌程度堪称“迷
你版轩轩”。就连工作人员都表
示：“兄弟两个不用说话，只要静
静站着就能分分钟把人萌化。”

还有陆毅的老婆鲍蕾，曾经
在微博上晒出一家四口温馨照，
当网友们看到贝儿和妹妹一起
玩耍的照片时，个个都说“100%
撞脸贝儿”。

孩子怎么富贵
就怎么来养
代表明星!李湘

说到生二胎的理由，明星们
大多会以“一个孩子太寂寞”为
说辞。倘若第一胎是女儿，那么
有时也难免被外界讨论，是不是
要“争口气”生男孩。对于明星来
说，不管生孩子的真正原因是什
么，养孩子那是一定要怎么富贵
怎么来！

9月刚刚宣布怀上二胎的

李湘，紧接着在10月就迎来了
大女儿王诗龄的6岁生日。就算
身怀六甲，但孩子的生日派对可
一点不怠慢。从现场照片来看，
李湘夫妇为女儿举办的这场“粉
红色生日宴”堪称豪华，不仅请
来了一大堆明星家庭参加，现场
更是充满了鲜花、蛋糕……

有网友调侃：“王诗龄庆一
次生，我可能要工作半年。”早前
就有网友爆料，王诗龄就读的贵
族学校，一年的学费就要16万
-21万元。

除了养孩子贵，明星们生孩
子也不便宜。王菲在生二女儿李
嫣时，住的是北京某医院，光洗
手间就有15平方米，价格自然
不菲。姚晨生儿子“小土豆”时住
的也是这家医院，据说当时给了
优惠套餐价，也高达10万元。

高龄产妇真是
多真是拼
代表明星!林青霞

女明星们拼命生孩子，大多
都是在与时间“赛跑”。数一数近
些年娱乐圈中生子的女明星，其
中有超过七成是高龄产妇。而这
些女明星通常累死累活地生完
头胎还不满足，个个铆足劲还要
再拼第二胎。个中艰辛，旁人难
以体会。

“不老女神”林青霞，1994
年与香港富商邢李源结婚后，从
此退出影坛，大女儿在1996年
出生，当时林青霞已经是42岁
的高龄母亲，5年后她又以 47

岁高龄产下次女，不得不让人佩
服其勇气。另一位大美女李嘉
欣，在41岁生下儿子后，马上打
算再生一女，以凑成一个“好”
字，无奈高龄高风险，一直有传
言怀上二胎最后却都不了了之。
近日，有新闻爆出，李嘉欣已经
冷冻卵子，考虑聘请“代母”完成
自己的心愿。

梅婷近日也被拍到深夜与
老公曾剑牵手去饭店就餐，照片
中梅婷挺着大肚子，显然好事将
近。不过已经快满40岁的梅婷，
早在2年前生下女儿时，就曾经
遭遇羊水回流而濒临死亡的险
境，这次“冒险”生二胎，真是让
人不由得为她捏了一把汗。

处理孩子之间
关系很头疼
代表明星!田亮

二胎家庭，如何平衡处理孩
子之间的关系，是父母们最头疼
的大事。明星也不例外。比如在
Cindy之后，又有了一个儿子的
田亮，就曾经爆料说：“弟弟（小
儿子）有时候假摔假哭，Cindy
就会一下炸了，说不是她推的，
是弟弟自己摔倒的。我会等她安
慰好了以后，再把这个事情拿出
来说。我说爸爸知道真实情况，
是因为弟弟自己假摔假哭，让外
婆冤枉你了。这种事情爸爸会教
育弟弟。”

邦女郎·三国演义
《007：幽灵党》11月开始陆

续登陆各国影院，邦德如何大破
邪恶组织幽灵党的故事留待电
影上映后再观看，倒是片中几位
邦女郎，已经在各大场合斗得不
可开交。邦女郎的斗，当然不是
打架，而是斗艳！《007：幽灵党》
中的邦女郎，既有莫妮卡·贝鲁
奇这样屹立影坛十几年的“经典
款”女神，也有美貌与演技并重
的后起之秀蕾雅·赛杜，还有气
质沉稳的娜奥米·哈里斯。有趣
的是，三个邦女郎来自不同国
家，近日三人以杂志写真、电影
首映礼为“战场”，上演争美斗艳
的邦女郎三国演义。

意大利邦女郎
莫妮卡·贝鲁奇
意大利性感女神莫妮卡·

贝鲁奇2000年凭借《西西里的
美丽传说》艳名传遍全球，如今
51岁的她出演《007：幽灵党》，
堪称史上最高龄邦女郎。她在
片中扮演黑手党老大的遗孀，
与邦德有暧昧关系。

近日，莫妮卡·贝鲁奇为法
国《LUI》杂志拍摄的写真美图释
出，引发网友集体膜拜。“性感不
是骚，后辈想知道什么叫性感，请

看莫妮卡·贝鲁奇。”“年龄和时光
输给了这个女人。”看来这个51
岁的意大利邦女郎，很可能才是
整部电影中的“性感担当”呢。

英国邦女郎
娜奥米·哈里斯
39岁的英国演员娜奥米·

哈里斯在上一部 007电影
《007：大战天幕危机》中就已经
出现，如今在《007：幽灵党》中

她继续扮演协助邦德的特工钱
小姐。近日剧组一众演员各自
拍了一批黑白写真照，男星们
都摆出各种pose卖萌，一向淡
定的钱小姐则继续摆出高冷姿
态，但也不忘秀出美腿。

法国邦女郎
蕾雅·赛杜

出身电影世家的法国女星
蕾雅·赛杜如今刚满 30岁，这

几年凭借《碟中谍4》《美女与
野兽》《阿黛尔的生活》等电影
在影坛扬名立万的她，如今在
《007：幽灵党》中扮演邦德宿敌
的女儿玛德琳·斯旺。海报中她
与邦德并列出现，看起来她才
是这部电影的头号邦女郎。

近日她随剧组出席该片的
伦敦首映礼，穿着藕色无袖直
筒连身裙的她双手叉腰，展现
出强大气场。据悉，她在片中还
有不少打戏。 马泽望

莫妮卡"贝鲁奇

娜奥米"哈里斯

蕾雅"赛杜

没大卖的《推拿》独揽6奖项
华语电影传媒大奖颁奖

虽然没能在市场大卖，但在业内人士眼中，它仍是
2014年的“心头好”。10月31日晚，第十五届华语电影传
媒大奖（以下简称#传媒奖$）在广州举行颁奖礼。王小帅率
领评审团，评选出了17个奖项，表彰2014年度表现优异
的华语电影。由娄烨导演的《推拿》获得包括最佳电影在内
的6个奖项，成为当晚最大赢家；赵薇凭借在《亲爱的》中的
表演，摘得“最佳女主角奖”；崔健因处女座《蓝色骨头》，获
得“最佳新导演奖”。

在今年的“传媒奖”颁奖礼上，《推拿》是拿奖最多的一
部电影———获得了最佳电影、最佳导演（娄烨）、最佳编剧
（马英力）、最佳男主角（秦昊）、最佳女配角（梅婷%、最佳新
演员&张磊）6个奖项。值得一提的是，在《推拿》里扮演盲女
推拿师“小孔”的张磊，在助理的搀扶下走上舞台，这是她继
金马奖摘得最佳新演员奖后，再次获得这个奖项。张磊现场
表示，“是导演让我渐渐自信起来，不管我以后的生活里有
没有电影，我会记住这一刻。”

电影《亲爱的》上映之后，影片获奖不多，但赵薇凭借片
中的表演在多个电影节上获得奖项。在“传媒奖”颁奖礼上，
赵薇表示，“作为女演员，尤其到了我这个时候，幸运的事情
是碰到一个难的角色，而不是一个轻车熟路的角色。《亲爱
的》并没有拿到太多奖项，我代表剧组倒是领了好几个女演
员奖，奖项是属于整个剧组的。”

赵普辞职央视主播
网友惋惜崔永元祝福

11月1日晚，陆续有网友在微博中透露，央视《晚间新
闻》主持人赵普已辞职。而央视新闻工作人员也在朋友圈证
实赵普离职的消息，表示11月1日后，赵普近10年的央
视主播生涯就此画上句号。而赵普也是继张泉灵、经纬、郎
永淳、李小萌等之后又一位离开央视的名嘴。对此，众网友
纷纷通过微博对赵普昔日在荧屏上的画面表示怀念，自此，
央视《晚间新闻》再也不会出现“赵普在北京祝您晚安”的问
候语了，赵普也淡出了荧屏。

其实，赵普离职的想法在其微博中早有端倪。5月21
日，张泉灵辞职，22日，经纬辞职，当天赵普曾在微博中写
下“离职潮怕是不可避免”的话，但随即删除。随后，一个多
月前，赵普发微博称：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都不
错，但核心是价值观留人。有何种价值观就会有何种价值驱
动；有何种价值观就会有何种人才延揽。而更早一点，他还
在微博上打包祝福三名辞职的同行：郎永淳，李小萌，张泉
灵。不难理解，他早已作出辞职准备。

赵普离职消息爆出后，网友纷纷表示失落，留言称：“他
的走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带走了一个时代，也或许他们开创
的那段辉煌早就不在了。”而原凤凰卫视执行台长刘春也在
微博中对他的能力表示赞赏，写道：“赵普是我老乡是我学
弟，我相信他的智慧和能力。”原央视主持人崔永元也转发
微博表示：“赵普还年轻，干什么都来得及。”

赵普离职后的去向也是网友最为关心的话题，据央视
新闻工作人员透露，赵普离职也许是找好了下家，或更适合
他的平台。或将去高校，他的母校———中国传媒大学，1997
年赵普毕业于中传（当时校名为北京广播学院）。从崔永元
到李咏，再到赵普，央视名嘴不约而同回到母校，已成转型
路径选择之一。 北青

《前任2》昨在常举行看片会
11月6日全国上映，爱情喜剧爆笑再袭

电影《前任2：备胎反击战》即将于 11月 6日全国公
映，昨天，片方在中影国际影城（常州莱蒙店）举行看片会，
100多名幸运观众提前欣赏到该片，全片笑料密集，全场爆
笑连连。
《前任2：备胎反击战》由《前任攻略》导演田羽生执导，

郑恺、郭采洁领衔主演，张艺兴特别出演，王传君、张殿伦主
演。在片中，围绕一个备胎转正的爆笑励志爱情故事，伊泽
&郭采洁饰）与余飞（郑恺饰）上演了一场“究竟谁是谁的备
胎，谁先爱上了谁”的爱情游戏。

2014年，田羽生以《前任攻略》闯入人们的视线，形成
了特别的都市喜剧风格。此次《前任2：备胎反击战》是田羽
生导演“前任”系列故事的第二部，依旧延续了段子式喜剧
风格，台词金句频出，爆笑程度上更是升级换代，像“活儿一
般”、“裸驾上头条”、“金花奖扑倒张艺兴”等段落，都令人捧
腹不已，展现了影片独特的爱情喜剧魅力。

在《前任2》中，郑恺饰演的角色同《前任攻略》中一样
也叫余飞，但身份却变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大明星。为了余
飞这个角色，郑恺更是突破自我，影片中有不少大尺度的
“动作戏”，像是穿海绵宝宝内裤狂奔、裸驾被警察拍照、在
电梯里想吻郭采洁却被反打耳光等等，每一场都能让人笑
出眼泪。

郑恺与郭采洁此次也是首度合作饰演情侣，郑恺也算
是一圆自己与“女神”合作的美梦：从2009年上戏毕业刚
刚出道，他还是个要靠跑好多组试镜的年轻演员。那个时候
郑恺的名字就经常和一个台湾女演员郭采洁被放在项目
PPT中的演员表里。但六年过去了，郑恺却一次都没有和
郭采洁合作过。后来，终于在一部客串的戏中遇到了郭采
洁，两人从相识、相知，到后来郑恺说服郭采洁出演《前任
2》，只用了短短10天的时间。

韩国当红组合EXO的中国成员张艺兴，此次也作为
特别出演参与其中，《前任2》可以算是他的大银幕首秀。

叶锦晶 陈荣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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