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宇春舒淇为“小鲜肉”开撕
《燃烧吧少年！》本周六登陆浙江卫视

青少年才艺励志养成类节目《燃烧吧少年！》将于11
月21日起每周六22:00登陆浙江卫视，16位素人少年将
在李宇春、舒淇两位“少年掌门人”的带领下，采用组合PK
模式，开启为期12周的综艺全能之战，最终获胜的组合将
出道正式踏入娱乐圈。“好声音话筒”华少、“时尚女王”苏
芒、“超女快男推手”龙丹妮将入主节目“Boss团”，成为决
定16位少年命运的关键人物。此外，主持人伊一、“2013年
快乐男声”季军白举纲将分别担任李宇春和舒淇的助教。

16名少年，全是帅哥
《燃烧吧少年！》招募阶段，全国有近万名少年报名参

加，经过层层选拔，最终有16位少年入选。他们在录制节
目之前，已接受了韩国SM公司为期三个月的魔鬼式全方
位培训，过程类似韩国“练习生”模式的浓缩版。

16位少年年龄在15到22岁之间，包含禁欲系、肌肉
系、狂野系等多款，无论声乐、舞台，还是形体、体能，都已经
具备偶像明星潜质。在节目录制的三个月间，16位少年将
经历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会有人被淘汰，竞争异常残酷，
而选拔的决定权握在三位“Boss”手里，导演马昊介绍：
“Boss们点评犀利，听说连掌门人都敢批。”

节目中观众们不仅可以看到少年们的才艺展示，更能
看到他们“痛并快乐着”的训练生活。一手炮制出“超女快
男”的天娱总裁龙丹妮也将献出自己的综艺首秀。

两位女神，相爱相杀
李宇春早有担任《中国正在听》和《快乐男声》评审的经

历，《燃烧吧少年！》是她第三次担任选秀节目导师，再加上
自己也是选秀出道，自然有很多经验之谈。相比之下，舒淇
是首次参加综艺真人秀当导师，而且唱歌跳舞都不是她的
长项，能给鲜肉们什么指导呢？舒淇说：“我会把在娱乐圈多
年的经验告诉她们，也会对他们严格要求。”

宣传片花中，舒淇和李宇春有不少斗嘴场面，比如主持
人问：“你们有默契吗？”她俩异口同声：“没有！”但据舒淇
说，当初答应加入《燃烧吧少年！》全因为搭档是李宇春。李
宇春也说自己给舒淇起了很多绰号，现场叫她“小淇淇”，舒
淇也捧场：“你说行就行！” 龚卫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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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幂出轨离婚？

圈内这些鬼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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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相信杨幂离婚是因为劈
腿李易峰吗？当前一天看到某
公众号这样信誓旦旦爆料的
时候，我嘲笑了这则爆料好
久，人得有多单纯，才能相信
这些营销号编造出来的假话
啊。可是没想到，第二天竟然
还是有那么多人就信了。一下
子，这部电影和这两个人又霸
占了头条。
怎么？难道你还相信，同属

于一家公司的两个人，还真的
会来一次“办公室恋情吗”？

当然，你太单纯我不怪你。
但作为爱看娱乐版的你，至少
要有一点自我鉴别八卦真伪的
技能。比如，圈内的哪些鬼话，
你是坚决不能信的。

跟李易峰有关
的恋情不能信
人红是非多。当我搜索李

易峰的时候，竟然发现，不知道
是刻意为之还是“人红是非
多”，从唐嫣到吴昕，从李金铭
再到韩国明星李多海。她们纷
纷都跟李易峰传过绯闻。

李易峰的绯闻前女友们，
从十三线到三线，从演员到主
持，从中国到韩国，真的应有尽
有。2014年6月参加《古剑奇
谭》发布会的时候，和他有关的
标题是《李易峰曝杨幂爱“背后
捅刀”拒承认与李多海恋情》；
年末出席芭莎男士盛典，和他

有关的标题是《李易峰不参加
“花少”否认与吴昕恋情》。到了
《怦然星动》发布会的前一天，
李易峰和杨幂的所谓绯闻，竟
然又这么巧，传得沸沸扬扬。

电影宣传期的
绯闻不能信
在电影上映期间炒作绯

闻，真的是一招太复古的炒作
方式了。以前但凡有电影上映，
“因戏生情”这一招真的是必备
课程。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
八卦心理，是最吸引关注的人
性弱点。这种营销方式，真的可
以取个名叫“弱点营销”。腾娱

“成语大会”学子对战作家
主持人由“科学脸”变“毒舌”

《中国成语大会》第二季将在央视科教频道首播，来自
各大高校的13对青春学霸和一群以文字为生的作家将进
行对决。到底是读书的更懂成语还是写书的更懂成语？这两
个特殊群体的相遇相杀，令本届大会颇具看点。

本届大会在出题方式上，增加了成语典故抢答题、词义
理解选择题,并将猜词的成语按主题细分，对成语的背景
与寓意进行了深入挖掘与梳理，不仅增加了竞赛的看点，更
为观众提供了更多的回味空间。此外，还吸纳了具有网络影
响力的青年作家群参与节目；文化嘉宾如蒋方舟、余世存、
郦波和蒙曼等则来自不同研究与创作领域。

届时，选手两两组队代表学校参赛，其中包括南开大学
的王义隆、高熙智，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的罗叶楠、马善
智，此外，北京体育大学代表队的苏乐也是天津男孩。

值得一提的是，主持人张腾岳在节目中将彻底颠覆人
们对他长期主持科学节目的印象，由“科学脸”化身为“毒
舌”，和选手与嘉宾唇枪舌剑，展现出的“急智”风采令人惊
艳。 田爽

甄子丹名誉侵权案胜诉
历时两年获赔五万

17日，甄子丹诉导演檀冰（原名耿卫国）名誉侵权案在
北京海淀法院进行最终判决，原告甄子丹方胜诉，此案历经
2年多终于尘埃落定。

2012年4月，导演檀冰与演员甄子丹因电影《特殊身
份》发生纠纷。甄子丹方诉称，甄子丹应星光灿烂香港国际
传媒有限公司邀请出演《特殊身份》。2012年4月以来，被
告耿卫国（檀冰）多次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网络博客、新闻
媒体等途径发表不实信息包括“甄子丹强权迫害导演”、“侵
吞了檀冰的数百万投资”、“甄子丹的司机杀害赵文卓的司
机”等言论，并被一些媒体报道传播。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故
于2013年2月诉至法院。

经法院审理判定，耿卫国以侮辱、诽谤的方式在公开媒
体上损害了甄子丹的名誉，造成甄子丹社会评价的降低，构
成对甄子丹的名誉侵权。1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正
式宣判，认定檀冰的言论严重侵犯了甄子丹的名誉，其需在
30日内对甄子丹公开道歉，并赔偿5万元。 网娱

史上最酷快递员再度来袭
由法国欧罗巴影业公司出品的惊险动作大片《玩命速

递：重启之战》（以下简称!玩命速递
!

"#于 11月 20日上
映，该片是全球知名的火爆动作系列影片《玩命速递》最新
续作，史上最炫酷快递员弗兰克·马丁将再度来袭。

经典《玩命速递》系列电影自2002年第一部上映以
来，前三部已经在全球票房市场累计斩获超2.5亿美金，影
片中驾驶着昂贵跑车的快递员弗兰克·马丁让其扮演者杰
森·斯坦森跻身国际一线巨星行列。

此次在《玩命速递4》中扮演二代快递员的艾德·斯克
林此前曾参演HBO剧集《权力的游戏》。影片中，年轻版弗
兰克依旧“麻烦缠身”，这一次的漩涡中心是四位美女和俄
罗斯黑帮之间的生死迷局，还与退休的特工老爸一同上演
了“上阵父子兵”的桥段。当然炫酷的飙车场面以及热血的
动作戏仍然是影片的重要看点。 邱晨

好莱坞感染HIV大咖
居然是查理·辛

出身“星二代”娶过“邦女郎” 人生赢家一手好牌打个稀烂

近来有媒体曝光好莱坞一名大
咖男星染上艾滋，并带着病体四处
游走，让不少曾和他“过从甚密”的
女星人心惶惶。由于没有透露这位
巨星的名字，网友随后开启根据剪
影猜谜模式：约翰尼·德普、尼古拉
斯·凯奇，甚至汤姆·克鲁斯都在竞
猜行列。好在查理·辛北京时间11
月17日晚8点通过电视节目《今
日秀》承认“我是HIV病毒携带
者”，并首度披露自己大约在4年
前查出“HIV阳性”，但并不清楚感
染原因。

演艺世家出个“坏小子”

查理·辛出身演艺世家，父亲马
丁·辛出演过《甘地》《逍遥法外》《白
宫奇缘》《现代启示录》《昔日玫瑰》
等佳片，尤其被中国观众所熟知的
是当年在《卡桑德拉大桥》中扮演的
登山运动员一角；马丁获过多项艾
美奖、金球奖以及托尼奖最佳男主
角提名，父子俩合演的《华尔街》被
誉为一代经典。母亲珍妮·希恩是艺
术系科班出身，哥哥艾米欧·埃斯特
维也是业界大咖。

查理·辛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
陶下，自幼热爱表演，高中时与另一
位以离经叛道著称的好莱坞男星西
恩·潘结为好友，两人为演戏而痴
迷，以至于在毕业前几周因翘课和
成绩差被开除。1984年，19岁的查
理主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天狐
入侵》，受到大导演奥利弗·斯通的
赏识，邀他出演《野战排》，该片后来
斩获四项奥斯卡大奖，查理则入选
当年“12位最具前途的男演员”。之
后的《华尔街》更成为其个人走红史
上极为重要的一部电影，作为迈克

尔·道格拉斯的绿叶却不落下风，该
片不仅奠定了查理·辛的一线地位，
也让 24岁的他成为全美青年偶
像，堪称人生赢家。

后来，查理·辛转战美剧界，先
是在ABC的热播剧《政界小人物》
中替代迈克尔·福克斯，随后加盟
《人人都爱雷蒙德》等剧集。他主演
的《好汉两个半》第一季播出，即冲
上全美喜剧类收视率次席，随后几
年这部大红情景喜剧的收视观众一
直坚挺在1000万以上，剧集及主
创也一直是艾美奖和金球奖的提名
常客。2010年，查理·辛以单集125
万美元的片酬成为全球收入最高的
美剧演员。然而生性浪荡的查理·辛
并没有朝着德艺双馨的道路前行，
反而在声色犬马中迷失自己，先后
染上酒瘾与毒瘾，数度因为酒驾、伤
人被捕，也曾多次进出戒毒所，其间
混杂数段剪不断理还乱的男女关
系，成为好莱坞著名的“坏小子”。

家暴好赌葬送三段婚姻

虽然在业界口碑不佳，但查理·辛
的女人缘却一直不错，他有过三段
婚姻，三任妻子分别是唐纳·皮尔、
前“邦女郎”丹妮丝·理查兹、布鲁
克·穆勒。第一段婚姻开始于1995
年9月，结束于1996年11月。随
后，查理·辛与身材火辣的“邦女郎”
丹妮丝·理查兹因拍摄电影陷入热
恋并步入婚姻。但在丹妮丝怀第二
胎时传出分居的消息，当时所有矛
头都指向查理·辛，因其爱赌才导致
婚姻破裂。之后查理·辛不得不放弃
了两个女儿的监护权，并被判决每
月要支付5万美元赡养费给前妻。
不久，查理·辛又与布鲁克·穆勒结

婚，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一年后的
圣诞节，查理·辛被曝对布鲁克·穆
勒施暴，在付出大笔封口费后才免
去了牢狱之灾。离婚后，查理·辛要
支付给布鲁克·穆勒 75万美元以
及一栋100万美元的房产，此后还
将每月付给布鲁克5.5万美元的子
女抚养费。

当“戏霸”被公司开除
由于放荡不羁的生活习性，查

理·辛一直稳居好莱坞“丑闻王”
的宝座。早在2009年，44岁的查
理·辛就以二级攻击以及胁迫罪，
遭到警方逮捕。2011年，查理·辛又
因与艳星在家狂欢，突发“急性腹
痛”被送往医院，随后被证实吸食可
卡因。接着，他又对《好汉两个半》剧
组狮子大开口，要将自己的片酬涨
至300万美金/集，导致早已看不
惯他这个“戏霸”的制作方声明“经
过慎重的考虑，华纳兄弟电视决定
中止和查理·辛在《好汉两个半》中
的合作”，自此，查理·辛的事业一蹶
不振，除了在 2010年的《预产期》
和 2013年的《弯刀杀戮》里客串，
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反而是
他的私生活越来越玩出新花样，先
是在 2014年情人节向 24岁的艳
星布雷特·罗西求婚，然后又被曝他
常常一晚花 25000到 30000美元
邀艳星到家中吸食可卡因，并重复
看自己过去的电影。

据悉，查理·辛早在4年前就
已得知自己感染HIV，并将病情告
诉了他信任的人，随后被对方勒索，
并支付超过100万美元让人封口。
此次他决定公开此事的原因，就是
不想再继续任人敲诈。

于穆铭 查理$辛与父亲

前%邦女郎&

丹妮丝$理

查 兹 是 查

理$辛的第

二任妻子

刘惜君：停工三年，因为病了
复出宣传新专辑《当我身边空无一人》，首度解释沉寂原因

久未露面的歌手刘惜君近日
在广州与媒体见面，除了宣传新专
辑《当我身边空无一人》，还首次详
细披露令她停工三年的原因———
原来，她曾患上罕见的“发声系统
植物神经紊乱症”，别说唱歌，一度
连说话都困难。好不容易战胜病
魔，重新回到媒体面前的刘惜君变
得更阳光、更健谈，她笑说自己得
了“神经病”，三年的治病经历让自
己变得更有自信，懂得如何去面对
困难。

拉舌扎针，
感谢轩仔介绍医生
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流行音

乐系的刘惜君，因参加2009年“快
乐女声”而走红。但没想到几年前
事业蒸蒸日上，嗓子却出了毛病。
刘惜君看了无数医生，试过各种办
法，依旧找不到病因，“西药也吃，
中药也吃，试过全身针灸，局部针
灸也试过———把舌头拉出来扎针，
你能想象那个滋味吗？还试过给声
带旁边的肌肉打针，总之什么都试
过，但都没用。”

后来，好友张敬轩帮她介绍了
一位香港的医生，经过诊治，医生
确定刘惜君得了“发声系统植物神
经紊乱症”。“这种神经疾病是没法
靠吃药和手术根治的。我开始接受

物理治疗和发声训练、言语治疗，
有点像手断了后进行复健，不断尝
试找出新的更适合自己的发音方
法，再加上调整心态，慢慢地才有
了好转。”

三年非常难熬，除了之前定下
来的工作不得不去完成外，其他时
间刘惜君就一心扑在治病上，“别
说唱歌，说话都难，偶尔约了朋友
聚会，我说了几句就不说了，因为
喉咙太累了，索性沉默”。

性格改变，
不再拘谨更有自信
病愈后重出江湖的刘惜君谈

笑风生，与之前的“高冷”大相径
庭。刘惜君承认这场病让自己变化
很大：“以前的我性格内向，比较拘
谨，说话小心翼翼。可是经历了这

件事后，我觉得很多东西就该顺其
自然，说错话又怎样呢？我没那么
害怕见陌生人了，也不再有那种慌
张的感觉。”

沉寂三年，在瞬息万变的娱乐
圈绝非好事，但刘惜君说：“有得有
失吧，这三年也许是我人生里的黄
金三年，知道了怎么面对困难，也
学会了放下包袱前进。我现在能出
专辑，还办了‘首唱会’，连着唱了
16首歌，更健康也更自信。这也是
为什么以前爱唱些小情调、比较温
柔的我，如今在新专辑里会唱更多
有力量的歌曲。”

重新出发，
推新专辑也想演戏
说到新专辑《当我身边空无一

人》，刘惜君很感激唱片公司亚神

音乐：“公司刚决定做这张专辑，我
就得病了，但是公司一直等了我三
年，我非常感谢公司。”新专辑的名
字也与她的经历相关：“治病的时
候觉得很孤独，很有‘当我身边空
无一人’的感觉。”

重新出发的刘惜君有了更多
信心，专辑里不只有情歌，还有高
难度的挑战：“比如《来》这首歌，
跨越 18度音域，是我唱过的最难
的一首歌。”她还称专辑里有“失
恋三部曲”：“第一部《后来我们会
怎样》讲大学生毕业后就失恋，第
二部《就算了吗》说的是分手瞬间
的心理活动，最后的《多傻》则是
讲与前任重逢后，心里还很留恋对
方……”

记者问她是不是有自己的经
历在里面，她想了想后笑说“还
好”，“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点共鸣
吧”。那现在有没有恋爱呢？刘惜君
摇摇头：“刚刚恢复工作，太忙了，
也没有心思。”外形甜美的她会不
会尝试演戏或参加真人秀？她说：
“以前我对这些是比较排斥的，觉
得会模糊自己的歌手身份。但经过
这三年，心态也放开了，我最擅长
的是音乐，但也不抗拒别的工作，
比如演戏，有好的机会我会去尝
试。” 陈明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