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亦菲晒《致青春2》造型
吴亦凡也将加盟出演

日前，刘亦菲在微博晒出自己的学生装造型，并附文
“Dayone”。据悉，当天是电影《致青春2》开机，而男主角
吴亦凡也将赴片场拍摄。

有消息称，《致青春2》改编自辛夷坞2007年出版的小
说《原来你还在这里》。讲述了苏韵锦爱上了高中同学程铮，
程铮也深深爱着她。但家庭背景不同的二人，因为生活上的
差异彼此分开。而韵锦在分开之后才发觉有了程铮的孩子。
个性要强的韵锦并没有告知程铮。几年后，韵锦事业有成发
觉程铮又出现在她的生活中。从小说内容来看，与《致青春》
有着相似之处，都包含青春、怀旧、重逢等情爱元素。
《致青春2》由新人导演周拓如执导，之前一直从事微

电影拍摄的他首次拍摄长片电影。此次男、女主角的扮演者
吴亦凡与刘亦菲从一曝出合作的消息起就备受关注。从刘
亦菲晒出的造型照来看，饰演高中女生的她清纯依旧，而
“小鲜肉”吴亦凡的校园扮相，昨日也由他本人上传至微博，
清纯帅气。

想明白了再追星
最近听到一则新闻!说是歌手李健出轨了!小三是三线

女演员韩雯雯"有网友信誓旦旦!说看到李健和韩雯雯约会

了!还亲上了#一时间!众粉丝一片$哀嚎%之声&有人选择相

信!于是因自己的$男神%堕落而哭惨'也有人选择质疑(李

健和妻子)小贝壳%明明是郎才女貌*把日子过得像诗和画

一样的一对璧人啊!我的$男神%李健怎么可能会出轨+

笔者不想深究此事的真实性!毕竟娱乐圈里真真假假!

各种炒作的事儿多了去了! 借你几双慧眼也不一定看得明

白& 笔者只想探讨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很多明星一旦被

捧成了 $男神%*$女神%! 接下来就极有可能被曝出负面新

闻+ 第二!为什么你的$男神%就不可能出轨+

关于第一个问题!李健自己早有预料&这个原本小众的

歌手!因,我是歌手-而声名大噪!成为全民男神& 他也感到

不安!他曾说过($大众喜欢造神!也喜欢毁神& 我没有那么

好& %果然!$歌手%结束后没多久!负面新闻来了& 联想到邓

紫棋等等明星! 都是一开始被捧上天! 后来被批到体无完

肤& 什么原因+ 因为一开始对明星的期望值过高!被狂热蒙

蔽了双眼!之后明星慢慢暴露的缺点就会被放大!哪怕是很

小的缺点&

关于第二个问题&娱乐圈的$男神%*$女神%们犯的错多

了去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可能出轨!还有可能醉驾*打

人*嫖娼*吸毒./这些例子还少吗+比如曾经出轨*最近在

$跑男%第
!

季复出的陈赫!以前也曾是$男神%一员!现在打

开他的微博!到处是网友的谩骂!包括那些他曾经的粉丝&

为什么这些人会犯错*甚至犯法!可能和成天被戴高帽也有

一定的关系& 身上光环太多了嘛!多多少少都会有些自负!

如果这明星本身心态不好! 是不是就更容易失去道德和法

律的约束+

演员佟大为有句话说得好!别给演员戴$男神%*$女神%

的高帽!因为$大家都是普通人!只是职业分工不一样&在自

己的职业中!尽量做好就好了!神这个称号还是留给真正的

神吧& %正好佟大为最近有部戏叫,想明白了再结婚-在播!

笔者借用一下剧名奉劝追星族们!想明白了再追星!这样对

自己和对喜欢的明星来说!都好& 陈曦

周杰伦依然经典
新人奖来者何人

华语榜中榜颁奖分果果

第十九届全球华语榜中榜颁奖典礼在澳门落幕，共颁
出45个奖项。曾经一代人心目中的流行音乐指标，在今年
的获奖名单出炉之后让人唏嘘，究竟是乐坛变幻得太快，还
是颁奖终究抵不过“排排坐分果果”的最终结局？
已婚男神最吃香
颁奖典礼上，两位已婚男神的登场引起了全场最大骚

动。婚后首度回归歌坛的“四爷”吴奇隆此次来澳门领奖，更
是带着娇妻刘诗诗一同前往。虽然“今年工作计划很多，暂
时不会举行婚礼有造人计划”，但新婚不久的二人还是充满
甜蜜，面对媒体提问吴奇隆有问必答。

对于结婚孕子一步到位的周董来说，效率才是第一位。
此次收获华语乐坛跨时代实力唱作人大奖的周董，更是把
颁奖的客场变为了自己的“主场”。上台领奖就充满了霸气，
先是和粉丝热络互动，用一首首经典创作串联起台下粉丝
的心情，周董唱上句粉丝接下句，现场和乐融融，还向外籍
颁奖嘉宾发出邀请，“希望多关注华语流行音乐”，顺便调侃
一旁主持人李晨会不会翻译，可见已当上奶爸的周杰伦心
情大好。而台下的粉丝也从“上天台”的心情中走出来，面对
和周董短暂接触，粉丝们个个铆足全力大声合唱。十多年过
去，周董热力仍然不减。
导师新人成大赢家
从《中国好声音》走出来的余枫、张碧晨、李琦、周深分

获各种不同名号的“新人奖”，而其他传媒推荐奖项也被于
文文、涂议嘉以及扎西顿珠这些名字鲜被人知的年轻歌手
获得。新人王于文文登场时，媒体区的同行们纷纷冒出问
号，来者何人？传媒推荐新人奖获得者扎西顿珠，更是和李
易峰同期的“好男前辈”。
学员们抱得奖项归，挖掘他们的“伯乐”们也没空手。第

三季“好声音”梦想导师莫文蔚获封亚洲全能歌手、亚洲影
响力最受欢迎歌手，张信哲则凭借《爱你的宿命》收获年度
最佳金曲，同时获得港台最佳男歌手。周杰伦也被预支了一
份大奖。汪峰更是被授予了最佳男歌手以及最佳演唱会这
个与众不同的奖项。 梅冬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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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岁金像奖
力不从心囧态生

又到一年颁奖时

又到一年香港金像奖颁奖时，
拿着今年金像奖的这份入围片单，
真不知道对于香港电影，还有什么
话可以说。用徐克在《智取威虎
山》里的台词来讲，就是一个
字———无语。

回望 2014年的香港电影，从
整体票房到本土港片质量，没有起
伏，没有变化。惊喜？那是万万没有
的。失望？好像是有点儿，但更多的，
应该是无奈。香港电影工业，从上个
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经历整体性的
衰落，持续到今天，“香港电影已死”
或“香港电影未死”已是老生常谈。

第3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于4
月19日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颁奖
礼。在公布的提名名单中，我们看
到了不少表现“小人物”生活囧态
的影片。囧，往小说是说人，往大说
也形容事，今年34岁的香港电影
金像奖，也像一个提早进入更年期
的人，勤勉务实地在寻找职场第二
春，但却表现出跃跃欲试中的力不
从心，不免囧态频生。

囧态1
提名片单“有些弱”
今年，刘青云主演的《窃听风

云3》入围11项提名，包括最佳电
影、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看似
风光无限，但这部电影的口碑和票
房都是“窃听系列”中最平庸的一
部，相比去年撑场的《一代宗师》，
《窃听风云3》并没有达到观众心目
当中的金像奖量级。《黄金时代》和
《黄飞鸿之英雄有梦》分别入围10
项提名。入围8项提名的《那夜凌
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

VAN》也是口碑平平。另外，备受
争议的《太平轮：乱世浮生》获得6
个提名，集中在技术类奖项。倒是5
项提名的陈可辛执导的催泪大片
《亲爱的》、林超贤导演的犯罪电影
《魔警》很有看点。

记者在金像奖评审团发布稿
件中了解到，2014年共有22部香
港电影，这个数量比往年还多。按
照金像奖评选规定，一部电影只要
有一定数额和一定岗位的香港本
土电影人参与都可以报奖。这22
部香港电影中，一大半都是内地主
导投资，并参与的合拍片。金像奖
“港味”变淡是大势所趋。网友微博
留言中，也不免出现“奇怪，××片
也能入围？”“这个名单有些弱
……”的留言。

囧态2
刘青云成“钉子户”
影帝提名名单里，刘青云、黄渤

属于实力对抗，而吴彦祖和彭于晏
这几年颇有人气。其实，“投资多、演
员少，好演员更少”的情况，香港与
内地影坛同病相怜，可当刘青云连
续4年入围最佳男主角，并且在15
次入围金像奖的历程中，第三次凭
借两部影片双料入围最佳男主角的
时候，人们不免感叹：难道真没演员
了吗？金像奖已然把刘青云变成了
“最强钉子户”！一旦两个角色入围
同一奖项，这位演员势必变成最大
热门，但也承担着票数被分散的风
险。刘青云是好演员，但“常驻”某个
电影奖，也说明能与他匹敌的香港
男演员越来越少了。

影后方面，赵薇、汤唯、蔡卓

妍、吴君如各有特长，四个类型完
全不同的角色，竞争激烈，目前业
内更为看好赵薇，毕竟她在《亲爱
的》中演技爆发。吴君如得知自己
凭借《金鸡 SSS》入围影后提名的
反应是又惊又喜，因为她认为这部
贺岁片“很商业”；蔡卓妍凭借《雏
妓》提名影后，也被影评人看作演
技大尺度转型，足以点赞。

囧态3
新人奖一人提名三部
新人奖是金像奖非常有看点

的奖项，舒淇、张柏芝、谢霆锋、林
嘉欣、周杰伦等明星都曾得奖。但
今年真的很奇葩，五个新人候选名
额，王菀之占了三个，分别是《分手
100次》、《Delete爱人》、《金鸡
SSS》。此外，王菀之还入围了最佳
女配角，与鲍起静、郝蕾、薛凯琪、
惠英红竞争。她还因为《分手100
次》的主题曲《不再说分手》入围最
佳原创歌曲奖。一个人就有5项提
名，破了金像奖的纪录。这也能看
出香港电影出个“新人”多困难。

要解释这个问题，不得不看金
像奖的评选规则：这第一轮选拔，
由“香港电影金像奖选民”以及“第
一轮一百名专业评审团”投票产生
的，票数各占第一轮50%的份额，
各奖项中得票最高的前五名入围
提名名单。所以香港金像奖跟咱内
地的百花奖异曲同工，属于“观众
奖”“人缘奖”！记者还从金像奖官
网上了解到，参与入围提名投票的
人士，都必须是“十八岁或以上持
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香港
居民”，因此提名名单偏向本地演

员很正常。

囧态4
喜剧都去哪了？
喜剧片是香港电影的主流类

型之一。可今年提名名单中，仅剩
《金鸡SSS》、《百变爱人》、《撒娇女
人最好命》三部喜剧片。是香港电
影金像奖不注重喜剧了吗？近几
年，《低俗喜剧》就曾拿到了最佳男
配角、最佳女配角等几个重要奖
项，另一部爱情喜剧《春娇与志

明》，将杨千嬅送上了影后宝座。
金像奖入围规则中有一条：

“一部电影虽然还没有正式上映，
但放映五场优先场就可获得提名
资格。”所以，《暴疯语》和《雏妓》虽
然2015年才公映，但赶在去年12
月31日放映了五场，就是为了提
名金像奖。今年供第一轮评审选拔
的片目，以喜剧元素为主导的《六
福喜事》、《盗马记》等有10余部，
占总片数 20%，比重仅次于动作
片，可只剩三部入围，只能说明去
年香港喜剧的水准并不高。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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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给小行星命名的那些事儿

歌手姚贝娜的离世令众多歌
迷惋惜，不过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月
初的一份小行星公告显示，第
41981号小行星被命名为“姚贝
娜”，这则消息令粉丝们雀跃不已。
那么，如何送偶像一颗星星呢？记
者采访了北京天文馆馆长、中国天
文学会常务理事朱进先生，他为大
家讲解关于小行星命名的那些事
儿。

发现小行星难吗？
答(对于专业人员来说不难

能送一颗小行星给偶像，是多
么兴奋和好玩的事，这个过程难
吗？朱进介绍，全世界每年发现的
小行星数量在 5万到 10万颗，对
很多从事大型天文研究项目的人
员来说，发现新行星并不难。不过，
我国真正为小行星命名的单位和
个人也就10个左右，包括中国科
学院国家天文台和紫金山天文台。

既然难度没有那么大，那么一
个人同时发现好多行星是完全可
能的，他可以把星星“送给”很多人
吗？其实，为星星的命名数量也受
时间限制，朱进介绍，国际天文学
会有规定，对一位发现者而言，即
使他拥有数颗小行星的命名权，但
他每两个月只能提交两次命名申
请，也就是说平均每个月只能为一
颗星星命名，为剩下的星星起名字
也要排队呢。

命名需要交钱吗？过程
复杂吗？

答(命名免费!过程不复杂

为一颗小行星命名是免费的，

命名获批的过程也不复杂，不过只
有行星的发现者才能取得小行星
的命名权，命名权的认定过程可能
比较漫长。

朱进解释，同一颗小行星很可
能被两个以上的人同时发现，谁是
这颗星星的发现者，国际天文学联
合会有一套严格的认定程序。此外
发现小行星不仅仅是通过仪器看
到一颗新的星星这么简单，必须要
对小行星的运动轨迹做出非常精
确的测算，然后小行星会得到一个
永久编号，才可以进入命名阶段。

“发现者对小行星的命名权
10年内有效，命名获批的过程很
快。”朱进说，向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小行星中心提交申请，下属的小天
体提名委员会对申请进行审议，发
现者等待通报即可。“提交申请时，
发现者需要对该命名写下不超过
四行字的命名解释。”

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如
何找到姚贝娜星？

答(很难观测到!靠运行轨道

分辨

姚贝娜变成“星星”了，粉丝们
想她了，就可以看看天空上的“姚
贝娜”星。可是如何分辨姚贝娜星
呢？

每颗小行星都有一个永久编
号，朱进说：“编号是从1开始排列
的。”而姚贝娜星的编号已经是“第
41981号”了，在这么多星星里，分
辨出哪一颗是姚贝娜星则只能依
照运行轨道了。

唉，可是记者依旧觉得这是很
烧脑的一件事儿，试想一下，对于

天文盲来说，拿着观测工具看星
星，绝对是满眼星星亮晶晶，哪还
算得过来哪颗是哪颗，而且没准姚
贝娜星还不是随时都能观测到呢！

事实也确实如此，朱进说，一
般发现者为新的行星命名后，没事
不会费劲去找那颗星星的，“而观
测小行星也受到气候条件、观测工
具的影响。行星都围着太阳运转，
有可能会被太阳挡住，这样在一段
时间内我们是观测不到这颗星星
的。”

还有哪些明星“有”星星？
答(陈景润*巴金*林青霞*周

杰伦都有

除了姚贝娜星，名人小行星的
确还有不少，如1999年命名的巴
金星，1997年命名的李政道星、
1999年命名的陈景润星、1999年
命名的袁隆平星，还有林青霞星、
周杰伦星、金庸星等。

萧亚轩和罗志祥签约索尼音
乐时，索尼音乐送上豪华大礼———
两颗小行星，分别以萧亚轩和罗志
祥的英文名进行命名，希望在“星
球大战之五星计划”的打造下，两
人也能如小行星一般光耀璀璨。李
宇春早在2009年已经获得了两颗
星星，一个是“LiYuchun”，另一
个是“ChrisLee”。据悉，李宇春的
海外粉丝是通过参加美国航天局
的一个帮助捐款计划，为李宇春认
领的。

不过，朱进介绍，国际天文学
联合会下属的小天体命名委员会
是权威的批准小行星命名的组织，
其他各种途径获批、获赠的星星命
名，无官方认可，有可能会撞车。

已命名的星星能永久
存在吗？会和其他行星相
撞吗？

答(理论上可能相撞!但概率

非常低

小行星会不会相撞，甚至一个

行星变成了两颗、三颗，这样已被
命名的行星岂不是不存在了？记者
问出这个问题后，朱进思索了几
秒，然后“嗯”了一声，“这是个挺好
玩的问题。”理论上小行星之间有
可能相撞，这样运动轨迹就会发生
改变，不过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低
的。 钟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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