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炅导演处女作杀青
李易峰出演男一号

主持人何炅的电影导演处女作《栀子花开》已杀青，定
于今年7月10日暑期档正式上映。

片中，人气偶像李易峰首次在电影里挑大梁任男一号，
扮演大学学长兼乐队主唱许诺。

在《栀子花开》发布会上，导演何炅大赞李易峰演戏很
细腻，没有偶像包袱。李易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
紧张，但多给自己鼓励，把当下做好才是青春该做的事。

电影《栀子花开》以大学校园为背景，讲述了几个怀揣
梦想的年轻人追求梦想、追求爱情的故事。李易峰在片中扮
演大学学长许诺，同时也是乐队的主唱。

对于音乐的戏份，李易峰并不担心，“我演乐队主唱并
没有什么难度，毕竟自己也是玩音乐的。”谈及大学戏份，李
易峰坦陈很过瘾，“这部影片让我重温了学生生活，兄弟情、
恋爱演起来都很过瘾。”

一同亮相的除了李易峰，还有蒋劲夫、魏大勋、杜天皓、张
云龙、柴格、王佑硕等几位小鲜肉。面对几位兄弟，李易峰还不
忘自嘲，“以前我到哪都是年纪小的，这次吃开机饭的时候，我
才发现我的年纪是最大的，我要学着像大哥哥一样沉稳。”

出道八年，李易峰获得了极高人气，但身边也不乏出现
更多新鲜的“90后”人气明星，对此，李易峰并没有太多压
力，他表示，“与其沉浸在担心恐惧害怕这种情绪当中，不如
把自己当下的事情做好，多给自己鼓励，这才是当下青春应
该做的事情。”而何炅对于李易峰的努力是看在眼里的，他
向大银幕导演推荐李易峰，称其“很擅长用微表情讲故事，
并且表现很沉稳。我认为他非常适合做大银幕的演员”。

陆川公开晒领证照
承认与央视女主播结婚

4月11日，导演陆川通过微博承认
与央视女主播胡蝶已婚，并晒出一张登
记照：“认识我太太的时候，正是我最艰
难的时光。筹备和拍摄电影的这些日子

里，从酷暑到寒冬，从北京郊区到塞外荒
漠，不经意间回头都会看到她的身影和
她的目光。这些温暖的记忆镌刻在心。婚
姻是彼此的信任和承诺，我们已经准备
好了。谢谢所有朋友的关心。”之后，胡蝶
转发并表示：“缘来如此。感谢祝福！”

随后，有众多网友在网上开始八卦，
有人爆料陆川前段时间的绯闻女友还一
直是唐嫣，如今这一出还真是让围观的
群众迷惑了，但是不管怎么说，结婚是喜
事，网友还是大方送上了祝福。

胡蝶是陕西汉中人，曾为《朝闻天
下》女主播，她以靓丽的形象和时尚的服
装入主央视后，其清新的形象刮起了一
阵风潮，立即吸引粉丝目光，她更被粉丝
誉为央视最美女主播。近日传出她和陆
川领证结婚的消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
都很意外。因为两人看似没有什么交集。

至于陆川，作为知名导演的他一向

都有女人缘，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前女
友秦岚，而且他还与高圆圆传过绯闻。几
年前，秦岚来西安被问到感情问题，直说
两人很忙，但是记者当时得到的消息是
两人已经分手了，甚至还有新闻称两人
的分手，是女方重视事业，不想安定下
来。有网友爆料，前段时间陆川的绯闻对
象是唐嫣，这才过去没多久，导演和胡蝶
领证结婚了，说好的唐嫣呢？

与此同时，陆川众好友在微博上为
这对新人送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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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视的“二姐”们加油！
怎么就是扶不上墙？

“二姐”们的困境
都说背靠大树好乘凉，“二姐”

们的靠山一个比一个强大。湖南、
浙江都是卫视中的第一梯队，柳岩
的老东家光线传媒也是目前最大
的民营传媒娱乐集团，更不要说出
身央视的李思思了。

和以上诸位相比，李思思的先
天条件最好。北大校花、《挑战主持
人》佼佼者、史上最年轻央视春晚
主持人……哪一条单独拎出来都
具备上头条的资格。无奈一入央视
深似海，久经沙场的董卿、朱迅雄
霸央视综艺频道已成定局，除了照
本宣科春晚台本，李思思一直缺乏
独当一面的历练。不过小妮子绝顶
聪明，“老家伙”们不肯腾位置，侬就
暗地里把结婚生子的人生大事搞
定，待你年老色衰侬尚花容月貌。

同样是“85后”，伊一出道的时
机刚刚好。朱丹请辞，徒弟伊一名正
言顺接档，几乎包揽了浙江卫视所

有重头节目，还拥有《舞动好声音》、
《越跳越美丽》、《中国星跳跃》等多
档属于自己的节目，主演古装大戏
《凤凰牡丹》，拿下多个百万代言合
同，在主持和演艺事业上全面爆发，
“中国蓝”一姐派头十足，可入围全
国一线女主持总是欠缺说服力。

从三四线生拉硬拽成为“二
姐”，沈梦辰怕是终于体会到什么
叫“坐火箭”了吧。湖南娱乐频道
“星姐”出道，客串过《丑女无敌》第
二季、担任过湖南地面频道《好女
人》和《百姓春晚》主持人，直到在
《我是歌手》中担任林志炫、李健的
经纪人，才渐渐为人熟知，可惜时
下最具传播力的身份还只是杜海
涛的绯闻女友。

“二姐”们的现状
在后仇晓、李湘、舒高时代，芒果

台对女主持的力捧殚精竭虑，这一点
在吴昕身上表现最明显。从李晨的石
头到杜海涛的婚纱照、湖南卫视高层

的骚扰、张远的关心再到李易峰的眼
神，这么多噱头挨个炒，换个争气的
早已红个三五载，偏偏吴昕一心一意
只想当被谢娜欺负的白莲花，彻底断
了念想寄望于沈梦辰。

于是《我是歌手》巅峰会上，那
么多乐坛顶尖高手，都成了沈梦辰
和杜海涛上演狗血剧的陪衬，只是
各位芒果大佬们，非要把肉坨坨的
杜海涛整成姑娘们都想嫁的男神
合适么？

和芒果台相比，“中国蓝”把主
持人当艺人培育的意识来得比较
晚，以至于朱丹出走后，对于伊一
的定位、推广一直都寻不到章法，
除了因“好声音”总决赛直播时口
误名噪一时，最近的就是满屏的不
雅照全集了。可是问题又来了，论
拼肉拼得过“胸器”外漏的柳岩么？

要说柳岩也算是主持界的异
类，非科班出身，凭借遇谁傍谁的绯
闻和无底线着装游走于各大卫视，
最近主持深圳卫视《男左女右》，节

目组写通稿基本不愁炮制话题了，
什么“小太妹”强吻“学霸”黄健翔，
什么与经纪人有缘无分只能做闺
蜜，主持功力未见有多好，舍得一身
剐博出位的能力无人敢出其右。

“二姐”们的前景
虽然上位迅速，但不得不说“二

姐”们在专业素质上明显不足。本着
助人为乐的精神，小记也好心为“二
姐”们指条明路吧。那就是，练好嘴
皮修好内功，你就不怕不怕啦。

无论是气质还是反应，伊一都
显得太过稚嫩，个性不足，模仿朱丹
风格过重是其致命伤。亲，咱不和朱
丹玩TWINS，先从留长发开始？

在最不需要风格独树一帜的
CCTV，李思思最需要做的是趁着
一姐董卿出游，给位高权重的枕边
人吹吹风，赶紧拥有一档属于自己
的节目，咱先弄块自耕地成不？

既然柳岩在谐星主持道路上
一路狂奔，就要明白青春饭不能常

吃，大胸脯也不能常露，与其主持、
音乐、影视处处开花，不如沉下心
发力做好一件事，幽默细胞先天不
足绝对是需要恶补的弱点，要不把
《康熙来了》当枕边书看？

沈梦辰先练好普通话吧，实在
不行找汪涵大哥学几个地方方言，
有人敢嘲笑咱的普通话有塑料味？
咱就先飙几句地方方言灭了他！其
次学着把说话的逻辑捋清楚，具体
请反复学习《我是歌手》决战夜涵哥
如何智取“弃胡楠”：确定状况（楠
哥，你不是逗我吧？）、请求资源（请
导播准备广告时间）、预留退路（这
段话是我个人观点）、安抚情感（楠
哥，不信，你听！）、反击对手（这不是
个成熟男人）、顺利转场（请期待广
告后的表现）。最后，不要再瞎整容
了，没看到尚雯婕整成了伏地魔么？

至于吴昕，年纪也不小了，还
是彻底死了当一姐的心，既然认谁
要当白莲花，遇到个好男人就早点
嫁了吧。 陈馨

湖南卫视《我是歌手》巅峰会，扬着一张动过刀的脸，操着一口塑料普通话，说着难懂的冷笑话，
台上“傻白甜”地与台下杜海涛眉来眼去打着配合。
那一晚，沈梦辰以“主持界反面教材”之姿，从芒果台三四线主持跃然升为“二姐”，上位之心蠢蠢萌动。
有话外音说，抬沈梦辰是因为一姐谢娜翘盘子。其实，类似上位桥段总在上演———那年朱丹要

走，“中国蓝”举全台之力抬伊一；那年周涛要退，26岁的李思思竟然站上了春晚舞台；还有那些年
《快乐大本营》里的千年老丫吴昕，招数使尽也未能走完从路人甲到女一号的漫漫长路。

其实“二姐”们不一定全方位LOW 于一姐，她们长相好看、平台够大、出镜率不少、代言报价还
不低，但总差点火候看得人憋不住要在后头鸣枪喊一嗓，“二姐，快跑！”

《音乐大师课》换韩磊是谣传
只是加入了一位助阵嘉宾

有消息称，韩磊在“《我是歌手》2015巅峰会”中演唱的
两首歌曲《雁南飞 +呼伦贝尔大草原》借用了北京卫视综
艺节目《音乐大师课》的编曲版权，涉嫌侵权，或将面临巨额
赔偿。节目制作方宣传总监李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韩磊所
演唱的两首歌编曲版权属于《音乐大师课》制作方，他是否
侵权正在调查。而韩磊经纪人否认侵权，“这事儿跟侵权没
关系。他唱那两首歌什么问题都不会有。因为两首都是老
歌，歌曲版权在作曲家手里。只有作曲家说你侵权才算数，
什么时候听说编曲拥有版权了?编曲说了不算数。”

接着，韩磊接受采访澄清此事，称唱之前确实没有跟编
曲具体沟通。最近收到朋友的短信，问怎么回事，说侵权要
面临巨额赔偿，才感觉像是摊上大事儿了，问记者是不是真
的很多人关注这事儿。不过，韩磊说，自己唱的并非照搬，有
很多变化，比如和声，从里到外都变了。至于《音乐大师课》
将换一位新老师代替韩磊的谣传，更是没有，只是加入了一
位助阵嘉宾毛宁。

韩磊还强调，版权很重要，自己也是盗版的受害者。“最
关键的不是关注我，是关注这个事儿本身，大家一定要了解，
要支持版权所有权，这是全社会的事儿。”韩磊攒着自己的歌
等出专辑，但还没出，市场上已经有多个盗版的版本。他去年
自己花钱出了一张，完全是为了纪念，没有投入市场。

“跑男”周五见，兄弟们都憋坏了！
王祖蓝逆袭了，baby宣布婚期了，就连陈赫也鞠躬道歉了

千呼万唤，《奔跑吧兄弟》第二季终
将在本周五回归。11日，邓超领衔七人
全新亮相“跑男 2”发布会，正如队长邓
超所说“大家都憋坏了”：Angelababy
宣布婚期，“没错，今年内一定和黄先生
完婚”，“好男人”陈赫最终在发布会最后
就“离婚门”鞠躬道歉，“我真的错了！”

“捡漏王”王祖蓝逆袭
第一季中凭借神出鬼没的蛰伏功力

和出其不意的捡漏能力，总体能力堪称
全团最弱。可第二季，刚完婚的王祖蓝有
如神助，一天跟拍下来，摄像导演都傻眼
了，长途奔袭、主动出击，一刻不停，这还
是以前的“捡漏王”吗？巨大反差让导演
们都不禁怀疑王祖蓝的蜜月是不是都用
来锻炼身体了。

Angelababy确认年内完婚
每次在“跑男”发布会现场，记者们

最关心的问题分别是：1、“娘娘”孙俪会
来么？邓超的答案是，“娘娘在家待着就
好啦，她一直说要把我踩在地上撕我的

名牌，所以我就阻拦她来了。”2、晓明哥
会来第二季吗？答案是要来，而且很不给

面子的直奔郑恺“寻仇”。问题接着来了，
婚期也差不多定了吧？被逼问无处躲闪
的 baby也忍不住抱怨，“今年之内吧，
有好消息一定告诉大家。”眼见大家还作
惊讶状，baby女汉子个性又突显出来，
“这个不是早就告诉过大家了呀。”

陈赫鞠躬道歉
自从爆出离婚门，陈赫遭“跑男”换

角成为最大可能，最终只是高能的包贝
尔替补王宝强出场。据不少到场记者透
露，发布会上小伙伴们都玩得很嗨，唯有
“好男人”陈赫表情尴尬，话也特别少，一
直害怕记者问“离婚门”。

果然，群访环节开始前记者就被打招
呼“李晨别问感情，陈赫别提离婚”。谁知
刚一开场，李晨就趁录像先行开溜，留下
陈赫独自应对。记者们还算给面子，迂回
问陈赫：“在第二季里不再耍贱？”没想陈
赫直接拿起话筒：对于前段时间因为我的
事儿给大家添麻烦了，很抱歉。话音刚落，
深深鞠了一躬———“离婚门”三个月后，陈
赫完成首次媒体公开道歉。 陈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