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6岁伊能静再披婚纱
“巧合”时间点或有深意

46岁的伊能静于21日再婚嫁给小10岁的秦昊。而她
恰巧在6年前的3月20日跟庾澄庆（哈林）发表离婚声
明，时间点的巧合也被解读为有“重生”寓意。哈林21日人
在台湾，不会出席前妻婚礼。

伊能静和秦昊的恋情一开始就非常高调，交往、求婚统
统在微博上分享。去年7月秦昊在土其耳求婚后，公布婚
礼将连办4场，伊能静经纪人洪茗晖曾透露婚礼将在泰国
普吉岛上举行。本月17日，伊能静和秦昊就被目击和男方
父母一起现身北京机场，准备飞往泰国普吉岛。伊能静和秦
昊手牵手说笑外，还不忘照顾坐在轮椅上的秦母，贴心陪聊
扮孝顺媳妇，而泰国网友也分享见到婚礼贵宾团的消息。

伊能静日前在微博公布一则婚前感言，疑似重提2009
年和前夫哈林离婚一事，还因此引发网友不满，她接连表示
“不想讨好任何人”、“我现在活在爱里，爱里没有愤怒”言
论，心情没有受影响。不过她挑在3月21日结婚，由于她
和哈林是在2009年3月20日宣布结束9年婚姻，再婚日
期只相差1天，时间点过于巧合，又再度引发网友的讨论。

哈林 18日在微博秀出独自替儿子小哈利庆生的照
片，感叹道“青少年了！唉！”似乎对于儿子成为13岁少年
这一天多有感触。不过，哈林发微博当天刚好是伊能静传出
婚期的日子，“敏感的巧合”也成为另一项讨论焦点。

据报道，哈林应该不会出席伊能静婚礼，至于小哈利会
不会出席，哈林经纪人拒绝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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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歌手》上演“大逃杀”
李健郑淳元谭维维胡彦斌倾情演唱，成功杀进总决赛

20日晚的《我是歌手 3》空前
激烈，陈洁仪、古巨基、胡彦斌、李
健、郑淳元、萧煌奇、李荣浩、李佳
薇、谭维维 9位歌手逐一上场演
唱，上演了一场歌手版“大逃杀”。
最终，胡彦斌、李健、郑淳元、谭维
维四位歌手杀出重围，顺利晋级总
决赛。在当晚的比赛中，歌手们都
是拼大招。谭维维请来杭盖乐队，
又是向“父亲致敬”，演唱了《乌兰
巴托之夜》。郑淳元则翻唱了韩红
的《那片海》，李健选择了韩国电影
《爱有天意》的主题曲《假如爱有天
意》，并且坚持自己填词。胡彦斌凭
借陈奕迅的《你的背包》，嗨翻全
场。

胡彦斌：
做体现自己价值的事
在当晚的突围赛中，被誉为

“音乐魔法师”的胡彦斌凭借改编
陈奕迅的《你的背包》，进军全国总
决赛。胡彦斌接受记者采访，谈到
能够突围的最大原因，斌斌笑着
说：“因为我是唯一一个歌曲唱得
比较嗨的，现场观众有站起来的
吧！”至于总决赛会邀请谁来帮帮
唱，胡彦斌透露之前想过邀请黄
渤，但是他在美国拍戏，没档期。
“现在歌手比较难混，演员火得不
行（笑），他们的档期基本上排得超
级满。翻唱陈奕迅的《你的背包》，
是因为有一个情感上的变化。过年

的时候跟家里人出去玩，在国外碰
到很多朋友，他们很支持我，我收
获了很多能量，这次回来也是带着
很多人的情感回来的。”

“翻红”是参加《我是歌手》节
目后，很多歌手遇到的境况。比如
微博粉丝增加，出场费翻几倍。对
这些，胡彦斌反而看得很淡。“其实

商演价格，公司没有做太多的调
整，合理上涨了一些而已。很多人
觉得，到了这个时候就应该把商演
价格涨很高，但我觉得艺人其实就

是需要跟观众多一点交流机会。价
格拉得很高，别人不请你，其实也
没有用。假如一年后《我是歌手》的
效应过去了，再跌价也是一个比较
丢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做体现
自己价值的事情就可以了。”

郑淳元：
喜欢“淳元皇后”称呼
韩国歌王郑淳元也成功进入

总决赛，他在韩国可是殿堂级歌
手，被誉为“韩国第一嗓音”。《宫》
《那年冬天风在吹》《九家之书》等
热播韩剧主题曲，都是源自他的演
绎。昨日下午，在谈及被歌迷称为
“淳元皇后”，郑淳元笑了：“很喜欢
这个绰号，我也知道纯元皇后非常
有名。”至于帮帮唱嘉宾，郑淳元透
露徒弟金秀贤，《Runningman》
成员金钟国、Gary都因为档期原
因遗憾缺席。

之前韩国媒体报道，郑淳元因
为抚养费纠纷被前女友检举，还有
不少负面消息，譬如在韩国混不动
了，欠了一大笔钱，参加《我是歌
手》是来中国圈钱的，对此他回应：
“认知度提高这是事实，但对于来
中国是圈钱，我并不认同。唱歌不
是为了赚钱，我从来没想过靠唱歌
来让自己变得更好。但毕竟人都是
要生活的，需要经济作为前提，而
且我还有家人、团队，我的钱都是
自己辛苦挣来的。” 任宏伟

为了两个儿子
请你改改脾气

向太喊话张柏芝：

近日，向华强夫妇向媒体爆料，称张
柏芝在《3D封神榜》片场情绪失控乱发
脾气，不满其他演员待遇好，更无故缺场
拍摄，因此决定将其踢出剧组并“永不录
用”。前几天，张柏芝方面作出回应，低姿
态表示尊重向华强夫妇的决定，并表示
不会忘记向家恩情。但同时，她也在声明
中澄清此事只是“误会”，并不承认自己
工作态度有问题。回应一出，向太陈岚立
即再度跳脚反击，更叫她为了两个儿子
的未来好好改改脾气。

张柏芝声称是误会
张柏芝在声明中表示：“向先生决定

的所有事情我非常尊重，向太一直说把
我当女儿看，所以希望他们都不要那么
生气了。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好，我
也很感谢他们家，他们对我的好我一定
记得，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无论什么时
候，在我心里，他们都是我的亲人。不能
继续出演此片可能是双方理解上的误
会，从训练到开拍，我和剧组的工作人员
相处得都很愉快，很爱他们，舍不得他
们，拜托大家不要有其他的猜测。大家加
油！谢谢大家。”

这则声明虽然低姿态，但眼尖的网
友却发现张柏芝其实并未承认向华强夫

妇所指罪状，这一点让不少原本就同情
张柏芝的人对向太更生怒意。

向太回应绝非误会
虽然张柏芝在回应中让向太不要那

么生气，但她那句“可能是双方理解上的
误会”，却令向太忍不住跳脚反击。“此事
绝对不是误会，公司制作部跟我合作二
十多年，不会发出错误信息。”此外，向太
还出具了一张张柏芝方面返还的 195
万港元片酬支票，表明张柏芝之前说自
己未收片酬拍《3D封神榜》乃谎言。

向太表示，很为张柏芝的行为伤心：
“电影要重新补拍她的戏份，损失数千
万，但这并非金钱损失的问题，而是这么
多年来的情谊，她太伤我心了！公司是在
忍无可忍下作此决定，面对她的失控行
为，难道要我每天去跪地求她吗？要我边
拍边担惊受怕吗？”向太也通过媒体对张
柏芝寄语：“人生路很长，为了她和她的
两个儿子，希望她改下脾气，祝福她！”

圈内并未落井下石
虽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但圈内人都

对此事表现得态度谨慎。其中，被向华强
在爆料中提及的黄晓明成为媒体追访的
焦点。据向华强的说法，张柏芝因为片中

其他大腕如黄晓明的戏份先拍，而对制片
人不满，更因此对向华强短信爆粗：“你们
的干儿子牛×啦！”如今黄晓明被问及此
事，表现得极不愿趟浑水：“完全不知道
啊！我们在现场还有说有笑呢！”而同片的
古天乐，也直接拒绝就此事发表看法。

之前传出曾骂张柏芝忘恩负义的尔
冬升，表示自己印象中张柏芝并没有在
片场失约过，更礼貌地表示有机会再合
作。舒淇则是最力挺她的一个，但话也说
得很艺术，“张柏芝是个好演员，以前很
喜欢她。”但一句“以前”，让网友们回味
良久。 李丽

尔冬升：这个圈子没有永远的敌人
近些天，向太“炮轰”张

柏芝耍大牌，称“永不录用”
的新闻甚嚣尘上。有传闻说
张柏芝拍尔冬升的电影《忘
不了》拿了香港金像奖“影
后”，尔冬升算是对她有知遇
之恩。后来尔冬升拍《大魔术
师》，张柏芝原本已经同意出

演，没想到几个月后又突然
以“档期不合”为由弃演。当
时盛传真相是张柏芝对尔冬
升狮子大开口，片酬没谈拢，
后来接演了出价颇高的黄百
鸣新片《最强囍事》。

对此，尔冬升表示没有
留意报道，不过他为张柏芝

说话：“演员个别是理性的，
但大部分都是情绪化的！我
不知道真相。这个圈子没有
永远的敌人，早晚能化解。我
也做过演员，会从演员的角
度看。演员是比较情绪化的，
也很脆弱，希望大家能包容
他们！”

文艺暖男郭晓冬转型硬汉
演完抗战英雄，又去军营“当兵”

荧屏不缺打打杀杀，
但是这群顶着炮火前进的
糙汉子里，以往那些“抗战
剧专业户”的身影少了不
少，各种类型的偶像剧明
星参与了进来。在抗战剧
中，或文艺或孱弱的男星
在披上军装后气质大变，
比如正在江苏综艺频道精
品剧场热播的抗战剧《菜
刀班尖刀连》中，文艺暖男
郭晓冬就把一个接地气的
抗战英雄演得入木三分。

记者了解到，郭晓冬
演完抗战剧还不过瘾，目
前他已确认加盟真人秀
《真正男子汉》，要和张丰毅等人一起去军营“当兵”。

儒雅男人戏中变粗线条
《菜刀班尖刀连》讲述了尖刀连连长龙四海因误杀俘虏

而被贬为炊事班班长，为了查出杀害其战友的凶手，他选择
了和俘虏兵一起组成“菜刀班”而与敌人奋战的故事。在剧
中扮演“龙四海”的郭晓冬表示，通过该剧不仅改变了以往
“家庭妇男”的戏路，更圆了自己的英雄梦。

看着一向以温文儒雅形象示人的郭晓冬，玩起粗线条，
挑战一个幽默风趣、不受人待见的愣头青，观众表示很有惊
喜。由于《菜刀班尖刀连》有不少战争场面，为了演好龙四海
这个角色，郭晓冬抛弃了往日形象，经常穿着破烂军装、灰
头土脸，一副邋遢模样。“这个龙四海是我以往从来没接触
过的人物，他是个粗枝条的硬汉男人，但面对女人的时候有
些小手段，他也很诙谐幽默，可以说比生活中相对单调的我
活得更精彩。我很喜欢这个人物，也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确认将重返军营“当兵”
去年《推拿》、《忘了去懂你》两部文艺电影的高口碑，为

郭晓东吸引了大批喜爱文艺范的影迷。不过，《菜刀班尖刀
连》激起了文艺暖男郭晓冬的军营情节，近日记者了解到，
他已经确认和张丰毅、袁弘等艺人一起加盟真人秀《真正男
子汉》，将去军营“当兵”！

据悉，《真正男子汉》节目组也实行了“零干预”政策，明
星们在部队中只能一切听从教官指挥。同时，训练过程中也
是均真枪实弹，绝不作秀，这些训练的过程都将被摄像机一
一记录下来。郭晓冬透露，他曾经当过7年的文艺兵，这次
对于他来说是重返军营当“新兵”。郭晓冬表示，自己一定会
全力以赴，争取不拖大家的后腿。 陈曦夫妻双双《为她而战》

王岳伦 李湘

江苏卫视大型原创明星真人
秀《为她而战》4月12日将与观众
见面，12对明星夫妻为爱挑战，大
玩高难度游戏接受情感“质检”。节
目组对明星阵容信心十足，放话绝
对够分量、超豪华、够惊喜，而对具
体名单却仍旧卖着关子，引发猜想
一片。李湘、王岳伦加盟的消息得
到节目组确认，并透露夫妻二人将
于首期率先亮相，届时更会有特别
惊喜设计。而值得一提的是王岳伦
在不久前接受专访时曾放话：短期
内不打算参加真人秀，直言反感作
秀。如何放大招让王导“变卦”？节
目组称秘密是“狠狠出难题”。

变卦？
只去能被打动的节目 王岳伦与李湘以及女儿 An- gela一直是圈内幸福家庭的代表，

参加《爸爸去哪儿》，女儿获得观众
喜爱让这对父母深感欣慰。而因真
人秀获得高关注后，王岳伦却在近
期采访中公开表示，短时间内不打
算再参加真人秀，直言对作秀类节
目“不感冒”，“如果单纯为作秀参
加就毫无意义。”而一个月之后，他
竟携手爱妻加盟《为她而战》，如何
让他在短期中做出如此大的转变，
节目组表示王岳伦是被“难”吸引。

对自己的“变卦”，王岳伦解释
道：“这次的确是在计划之外的。当
时没有遇到这档节目，也的确没有
类似的计划。我很排斥只是去作秀
的节目，我对节目的要求必须是能
打动我们，让我们表达最真实的想
法。有时候计划不如赶得巧，我是
觉得节目的设计能够在很多细节、

很极致的情况下看大家的状态，这
种真实很有意思。而且尤其是有了
孩子之后更多的精力转移到了孩
子身上，类似这样共同的体验和经
历对于夫妻两个人都显得更加难
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飙体力：
一口气40个俯卧撑
谈到最初的接洽，节目组工作

人员还透露：“当时我们提到节目
中会为男主人设计很多对体力有
很高要求的环节，导演组体力最好
的小伙子要跟王导比试，结果王导
一口气40个俯卧撑完胜。看李湘
姐在旁边挺淡定地笑，大家才明白
为什么开始比试的时候她一点担
心都没有。当然我们很开心，因为
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夫妻间知
根知底的默契。”

从《快乐大本营》元老、当红花
旦到如今的“女强人”，李湘在事业
上风生水起。此次携手老公迎难而
上，接受“史上最细致”感情质检，
李湘在爱人面前小女人的柔情会
怎样展现？ 东卫

美女主持沈星曝新恋情
神秘男友是前足球明星谢晖

有媒体曝料著名主持人沈星在情人节与神秘男抵沪，
举止亲密疑似新恋情曝光。图片曝光后，球迷纷纷留言，直
指图中“神秘男子”是足球明星谢晖。经证实，此次曝光的
沈星地下男友确实是谢晖。

谢晖是中国已退役的足球运动员，司职前锋。2009年
退役后在上海申花担任助理教练兼新闻发言人。

据了解，沈星和谢晖在2014年6月一同主持了节目《世
界杯特别报道》，搭档一月有余，两人恋情疑似从那时开始。

此外，谢晖与相守9年的名模佟晨洁于2011年离婚，
2013年佟晨洁被记者拍到和比她小7岁的快男冯铭潮公
开上演车震，随后又去酒店开房。同年，谢晖与美艳的洋女
友劳伦·沃特高调相恋。之后并没有传出两人分手的消息，
想来是十分低调的。难怪如今谢晖和沈星的结合也一直保
持“地下恋”的状态，看来向前妻秀恩爱后“低调”就成了谢
晖的代名词。 新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