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烨加盟《非诚勿扰》
“我的爱情观是在结婚之后才有的”

自去年 7月《非诚勿扰》启动
“非诚合伙人”播出季以来，已经先
后有佟大为、刘恺威、张亮、黄磊四
位男神级嘉宾加盟。近日，江苏卫
视宣布又有一位高颜值、高人气、
高level的“三高男神”加盟《非诚
勿扰》———他就是“火华社社长”刘
烨。近日，刘烨接受记者采访，畅谈

自己的婚姻观。

观众力推“段子手一
哥”上节目

吴彦祖在微博上发条段子，网
友都以为他被刘烨盗号了，可见这
位“硬汉男神”的逗比形象有多么
深入人心。微博上的刘烨，到处抢
沙发、认儿媳，搞怪到停不下来，简
直就是“明星段子手”里一哥。当
《非诚勿扰》推出“男神季”之后，刘
烨一直都是呼声甚高的嘉宾人选，
这一次，他真的来了。

谈到加盟《非诚勿扰》的契机，
刘烨表示其实自己不仅关注《非诚
勿扰》，还是这档节目的死忠粉丝。
在他看来，遍览人生万象的《非诚
勿扰》，融入了很多中国人的婚恋
观，甚至可以洞察社会。“我的太太
对节目小有研究，她觉得可以通过
节目更熟悉中国人的情感世界，还
有就是我妈生活中也喜欢给人当
红娘牵线介绍对象。”

刚来参与节目录制，刘烨就已
经有了诸多感受：“我的爱情观是
在结婚之后才有的，因为谈对象和
婚姻是两码事，我今天发现很多男

嘉宾其实是很注重细节的，而且现
在是自由恋爱，以前我可能会去考
虑家庭条件啊受教育程度啊，现在
我就更加重视兴趣爱好的共同点，
比如我和我老婆都喜欢爬山、潜
水。当然了，其实我特别乐意看到
男女嘉宾牵手，但是有的挺合适，
没牵成功是因为台上的交流时间
太短，真的是挺替他们惋惜的。”

刘烨在家是“灰太狼”
刘烨和法国太太安娜的爱情

婚姻，一直是娱乐圈备受推崇的佳
话。两人相识于法国大使馆举办的

一次派对，而且最开始安娜并不知
道刘烨是一位明星。2007年，在北
京举行的第四届法国电影展开幕
典礼上，刘烨和安娜高调亮相。如
今，刘烨和安娜已经结婚生子，幸
福得一塌糊涂。
“一见钟情”和“日久生情”一

直都是《非诚勿扰》的热门话题，在
谈及自己当初和安娜是属于哪种
状况时，刘烨有些害羞地说：“我老
婆是个摄影师，就像台下这位记者
一样拿个大单反，然后工作原因一
来二去就认识了，对了，刚才她还
给我发信息来，她觉得我酷酷哒。”

自从有了一双可爱的混血宝
宝，事业和家庭双丰收的刘烨，堪称
真正的“人生赢家”。谈及对孩子未
来的教育问题，刘烨说：“我和我老
婆商量过，还是会让孩子接受中式
教育，我觉得这对他们更合适，我们
肯定不会选择国际学校。”刘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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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脸”一定要“国字脸”吗？
《新闻联播》主播趣事一箩筐

从老一辈的赵忠祥、李娟、邢
质斌、李瑞英、张宏民、李修平到
如今的郎永淳、欧阳夏丹、郭志
坚、李梓萌等，因这档节目的重要
性，历代主播被民众戏称为“国
脸”。究竟什么样的人能成为“国
脸”？《新闻联播》台前幕后有怎样
有趣的“秘密”？

有多少位“国脸”
出现主播台上?
根据统计，自1978年《新闻联

播》节目正式开播以来，前前后后
共有二十余位主播曾经主持过《新
闻联播》。至今保持着“一男+一
女”的固定搭配方式。其中，邢质
斌、李瑞英、李修平、罗京、张宏民、
王宁等六人曾被大家戏称为“老三
对”，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直
轮流出现在主播台上。不过从
2007年开始，主播阵容开始加入
一批新鲜血液，海霞、郭志坚、李梓
萌、康辉、欧阳夏丹、郎永淳陆续加
入。

为何主播们的位置
“男右女左”?
既然固定了“一男一女”，那为

何连两位主播的位置都要常年保
持“男右女左”的状态呢？这其实是
个视觉习惯的问题：央视的台标固
定于左上方，那么个头略矮的女主
播坐在画面里台标的下方，看上去
就比较和谐。

“国脸”一定要是
“国字脸”么？
除了外形气质、普通话功底、

知识、学历等基本条件，《新闻联
播》主播对相貌上的要求也是极高
的，李瑞英曾透露，在选拔的时候，
主考官往往会要求他们用不同角
度面对镜头，观察候选人是否适合
《新闻联播》的播出角度。另外，虽

然并不要求“国脸”们貌若天仙，但
一定要舒服耐看，而且眼睛一定要
有神。用她接受采访时的话说就
是，“太漂亮反而会影响观众接受
新闻，只要求端庄大方，上镜就行，
但眼睛一定要有神。”另外，鼻子太
大的人也不适合做“国脸”，因为鼻
子位于人脸的正中位置，占地面积
太大，会令观众注意力分散，过度

在意他/她的鼻子。所以，即便帅
如王力宏，也未必ok。

《新闻联播》主播
一分钟说多少字?
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家对新闻

节目的信息量要求越来越大，那么
播音速度怎能不增快？据统计，如

今《新闻联播》中主播们的语速已
经达到了300字/分钟，基本上这
已经是保持风度、仪态前提下的最
大值了。要不为什么“国脸”们的嘴
都长得比较大呢，要真是“樱桃小
口”，那还真念不过来。顺便说一
句，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
国内新闻节目播音员的语速是每
分钟160字到180字，到了1980
年代就变成了每分钟 220字到
240字，1990年代以后，速度再次
要求加快，变成了每分钟 280
字———如果是现在的观众回过头
去看50年前的新闻节目，可能会
觉得跟放慢镜头一样。

“国脸”们可以
自己决定造型么?
答案当然是“No”！一般而言，

主播的着装风格以简约、大方、典
雅为主，夏季颜色会清淡些，而冬
季则会选用深色。至于逢年过节，
则可以穿得喜庆一点，比如新年的
时候女主播可能会穿红色唐装。考
虑到视觉上的“清爽”，“国脸”们往
往不能留胡须、蓄长发（所以女主
播们30多年来都是短发）、眉毛也
不能修细，更不能擅自改造型———
已故主播罗京就曾经说过，连他想
要去理个发，也要提前跟台领导打
招呼。2012年，资深主播王宁一度
戴着眼镜出现在节目上，但是还引
发了一轮热议。

《新闻联播》结束后
他们到底在聊什么?
30多年来，《新闻联播》的片

头会改，但“endingpose”永远不
变，那就是大家熟悉的“灯光变暗、
字幕升起、俩主播交头接耳”。至于
他们当时到底在聊什么，网友们有
很多有趣的猜测，比如“等会儿到
哪里吃夜宵啊”云云。不过从“国
脸”们接受采访时的回答来看，其
实大多数时间，他们只是在感慨

“还好，今天又没出错”。因为《新闻
联播》是直播节目，随时可能发生
“提词机故障”、“临时需要插播重
大新闻”的状况，而且全国观众都
在看，主播们的心理压力可想而
知。

《新闻联播》的主播们
只是“念稿机器”么?
因为《新闻联播》严肃、平稳的

播报风格，所以总有观众认为，做
这样一档节目的主播不需要有什
么聪明才智，把稿子念下来就行
了。其实不然，大多数情况下，《新
闻联播》会严格控制在30分钟，要
保证所有新闻的正常播出，如有突
发事件也需要随机应变插播进去，
李瑞英就曾表示：“我们也要抢新
闻，别看我们正襟危坐，其实有时
候稿子来得特别急，差一分钟的时
候稿子才来，还要经常调整顺序。”
如果没有强大的心理素质、新闻敏
锐度及应变能力，是根本应付不过
来的。所以，当你偶尔看到“国脸”
们在镜头上低着头，不要以为他们
在发呆或思考人生，那是在翻稿子!

主播们万一
口误了咋办?

关于“央视主播直播口误”的
视频，网上大约有38万个搜索结
果。那么《新闻联播》的主播们发生
“口误”，该如何处理呢？先来看看
央视其他节目的标准———撒贝宁
透露过，《今日说法》的标准是讲错
一个字罚50元，而他最多一个月
被扣了800元，而且央视节目组往
往实施“连坐制”，主持人犯错，主
任也会被扣钱。到了《新闻联播》这
个级别，处罚措施就更加严格，主
持人的口误被分A、B、C、D四类，
最严重的A类错误号称“就地死亡
法”,如果出现无法挽回的错误,主
持人当天播完新闻，第二天就得下
岗。 综合

“大佬们”发新片了
影迷们最关心的事

在香港电影节，遇上电影大佬们集体发布新片计划，那到
场的名导明星就不是一个一个地数，而是一打一打亮相。扎堆
出现时，眼花缭乱。重要的是，又有不少新片可以期待了。

美亚电影
“好刀”张震又出鞘了
王家卫在拍摄《一代宗师》时，曾以“千金难买一声响”

形容张震，说他是把放在鞘里的好刀，得先藏着。昨天，美亚
电影发布2015新片计划，张震这把“好刀”又要出鞘了，将
与王家卫合作新片《悠长假期》，搭档内地女星王珞丹。这次
张震需要掌握的新技能是专业赛车。升级为爹地后，张震似
乎还有点没适应，“开心表达不了，应该说是不可思议，现在
离开宝宝都会感觉很陌生。”

美亚其他新片，还包括今年香港电影节的闭幕片《踏血
寻梅》，陈嘉上、陈庆嘉将合作导演《海阔天空》，文隽监制电
影《我们就这样长大》等。此外，王诗龄看起来是要正式进军
影视圈了，去年客串了《澳门风云 2》，今年她将搭档吴镇
宇，作为主角出演王晶导演的新片《小鬼当家》。
寰亚电影
赵薇加盟杜琪峰新片
赵薇加盟杜琪峰执导的新片《三人行》。这是赵薇第一

次和杜琪峰合作，她说：“挺新鲜的，我每天都是去了才知道
要拍什么。”赵薇的角色是个女医生，要跟特警和悍匪进行
生死博弈，后两者由古天乐、钟汉良饰演。为啥选赵薇？杜
sir劝大家不要总纠结为什么：“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呢？他们
三个放在一起这么好看，就够了嘛。”此外，杜琪峰还将监制
一位新导演的电影《树大招风》，由陈小春、任贤齐、林家栋
主演。

舒淇今年的新片则是和任贤齐合作爱情喜剧《落跑吧
爱情》，越长越像、让网友们犯迷糊的著名异父异母“兄弟”
张学友和张家辉，将在《赤道》正式合作。《太平轮》之后，吴
宇森的新片也确定了，将重拍已逝硬汉高仓健的名作《追
捕》，不过主演未确定。
邵氏电影重启
《使徒行者》将拍电影版
造星无数、经典成批的邵氏电影公司，昨天由TVB宣

布全资拥有，正式重启。在出席影片《暴风语》发布会时，曾
经的“邵氏当家小生”尔东升，表达了和大伙同样的疑问：
“都没有姓邵的来掌管了，怎么能叫邵氏电影呢？”但他也和
大家一样好奇，“不过，我们这些曾经在邵氏被‘压榨’过的
人，还是会很关注。”

重启后的邵氏电影将干些啥？TVB表示，其实去年《冲
上云霄》电影版和《澳门风云2》都有参投，接下来，邵氏电
影已确认投资《澳门风云3》，刘德华将加盟。以及《使徒行
者》等TVB经典剧将拍摄电影版。怎么看，这都更像是
TVB借“邵氏电影”招牌求关注。

苏童开讲理科生也来讨教
最擅长描写女性却觉得“探讨女性怪怪的”

入驻北京师范大学成为“驻校
作家”之后，苏童仅在北师大开一
场公开讲座，于是这一场讲座成为
当天在校师生争抢着去的课堂。读
者好奇的是，此前一直身居幕后默
默写作的苏童，开讲到底会说些什
么？带着大多数人的疑问，昨天从
北师大写作中心处了解到，除了对
“命题”内容“短篇小说”的学术探
讨，他分享的写作心得让理科生也
前来讨教。

理科生来讨教提高文
笔方法

在业内看来，苏童是一位短篇
小说圣手，于是此次开讲的内容自
然被命题为“短篇小说”。“在当代
中国作家里面，短篇的成就苏童被
认为是最高的，我想这个评价是比
较中肯的。因为他应该有200篇左
右的中短篇小说了，深受读者欢迎，
再写几年就赶上蒲松龄了。蒲松龄
先生是三百零几篇，《诗经》是305
篇。”著名学者张清华介绍。
不过对于这个评价，苏童本人

没有什么信心。“我完全不是作为一

个短篇小说的代言人、短篇小说的
信徒在说这个，但是我因为从创作
最初开始，个人对短篇小说一直有
一种喜爱，这种喜爱我从来不知道
它的原因何在，但也因为这样的喜
爱持续很多年写作。”刚开讲，苏童
就直入主题，不过在学术圈内有一
个“共识”，短篇小说乃至中篇小说
都很不重要，唯有长篇才被重视。
“所以在文坛，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
一个怪物，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其实
是以短篇小说为重。我30-40多岁
一个作家最好的年龄完成了我自己
个人认为非常重要的、必须要完成
的一批短篇小说创作。”

虽然苏童认为，这是他个人的
一个行为，不值得被太多描述，但
他开讲的“短篇小说”甚至吸引来
了理科生。现场理科生更是向苏童
讨教创作提高文笔的方法，苏童却
认为没什么窍门：“我不知道有什
么奥妙，现在我觉得就是练，练习
就是写，没有说越写越烂的，只能
越写越好。”

写“女性”只是小试牛刀
当年的一部《妻妾成群》不仅

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 100强，被
张艺谋改编成的电影《大红灯笼高
高挂》更是获64届奥斯卡最佳外
语片奖提名，让苏童蜚声海内外。
此后的几部描写女性的作品，让苏
童被业内公认为最擅长描写女性
的作家，“现在依然如此，还是最受
女性读者欢迎的作家。”张清华笑
道。

对此，苏童说：“我其实不是谦
虚，我觉得当老师探讨女性怪怪
的，因为一方面我自己从来没觉得
我在这事情上值得被大家这么关
切，因为就是写了四个中篇小说。”
每到此时苏童都会感慨，他的其他
作品究竟去哪儿了？“怎么就没人
说，老是女性女性，我一共几百部
作品，只有四部写女性的。”不过苏
童也承认，无论是电影的传播还是
受众的阅读习惯，无论男女，都爱
看女性。“我不相信一个男性作家
写不好女性是天经地义的。整个我
们文学史上，所有的女性形象其实
95%以上全是男性创造的。”然而
在苏童看来，近六十年来文学史中
的女性写作却相当缺乏，“说实在
的，这是我常年不满的。我也没觉

得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我觉得我瘦弱的肩膀
难以承担这么一个我
所设想的文学大缺憾，
所以我小试牛刀而
已。”

让学生反复
读《红楼梦》

熟悉苏童的人都
了解，苏童是一位铁杆
球迷，据说曾经一段时
间，苏童“小说可以不写，球赛不可
不看；壶水烧开了，壶底可以烧穿，
比赛必须看完”。30岁到40岁那
十年是他看球最狂热的时代，英
超、意甲、德甲三大联赛必看，往往
是从周五开始，一直到星期一三天
一场不落。对于体育的热爱有没有
影响其写作生涯呢？
“我也踢过球，我大学四年时

间至少每天有两三个小时贡献给
球场了，而且无聊到什么程度，有
的时候球场上天要下雨了，没人，
我一个人在那儿踢，有人说这个傻
孩子。”虽然如今已没有那么狂热，

但苏童从来不后悔在这个体育项
目上虚度如此多时光，“我不能说
我的写作跟球有任何的关系，但有
的时光就是用来虚度的，我认为最
美的。”

而难得一次走到课堂面对学
生开讲，大家关心的还是希望苏童
能多推荐几本读物。不过让记者颇
为意外的是，在中国作品中，苏童
的答案或许让不少人失望，因为并
没有什么新颖之处，“《红楼梦》读
过吗？读过再读第二遍！”

王婕妤

阮经天：
只是暂时分开住，没分手

传因搭上周冬雨，气到许玮甯斩断8年情

现年32岁的台湾型男阮经天（小天）和年轻两岁女友
许玮甯拍拖8年，男方绯闻不绝，5年前他被爆带女伴上酒
店，曾伤透女友的心，但最后他成功挽留女友。小天去年接
拍电影《暴走神探》时，被传与23岁的“谋女郎”周冬雨产
生感情，女方曾公开表示喜欢小天，近日小天与周冬雨到意
大利拍新戏。台湾媒体报道称，许玮甯发现小天劈腿的蛛丝
马迹，不再哑忍，主动提出分手。
与周冬雨打情骂俏
小天出道至今，虽与许玮甯拍拖爱情长跑8年，但桃

色新闻依然不少。当所有人都以为两人感情经受住考验，而
小天去年也表示将会向女友求婚，可没想到小天爱玩的性
格依然不变。去年他与周冬雨合作电影《暴走神探》时火速
传出绯闻，当时还有媒体报道称两人在片场表现暧昧，其中
小天抱着周冬雨跑的戏更拍了22个NG。

该片今年初在内地上映，小天与周冬雨在澳门和内地
宣传，两人不避嫌打情骂俏。

小天继《暴走神探》之后，今年初与周冬雨再合作拍《西
西里艳阳下》，并到意大利拍外景。台湾媒体称，小天与女友
许玮甯长期异地分隔，但他却天天对着周冬雨，感情与日俱
增，该片本月初拍完，小天回到台湾后，许玮甯不满他再传
新欢，已经对他完全死心，许玮甯约于一个月前主动向小天
提出分手，现小天想尽办法挽救，但许玮甯不愿回头，并搬
离两人的爱巢，失恋的她本月初还和友人到日本旅游散心。
承认分居不认分手
许玮甯暂时搬回与妈妈一起生活，台湾媒体近日一直

追访小天，上周三下午见到小天驾驶白色跑车去接送许玮
甯，许玮甯在车上低头玩手机，两人没有互动。

对于有指小天疑偷吃导致分手，小天听后愤怒表示：
“哪来这种传闻？我偷吃了谁？我们（指他和许玮甯）就只是
因为在一起很久，希望先停下来思考，接下来是结婚，还是
如何？她还是我重要的人，在我们这个最重要的时机，可以
多给我们一点空间吗？我们只是暂时分开住，没分手，她还
是我的唯一。”
另外，被传是小三的周冬雨，也在微博写道：“假的。”应

该是在澄清这一绯闻。 泰渔

第一代
李娟、赵忠祥

第二代
邢质斌、罗京

第三代
李梓萌、康辉

第四代
欧阳夏丹、郎永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