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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要表达对一个人
的爱，莫过于把星星摘下来送
给对方。

9 月 21 日是 TFBOYS 队长
王俊凯18岁的生日，偶像要成年，
粉丝忙应援。王俊凯粉丝应援站

“王俊凯K-BOSS站”近日公布了
18岁生日应援三部曲的第一部：
18颗星星在空中拼成王俊凯名字
的缩写WJK，再加以望远镜设备
辅助，完成完整的王俊凯摘星之
旅。而两年多前，王俊凯曾在微博
感慨，“可怜重庆的天空灰蒙蒙的，
连个星星都看不到”。

给偶像送星星，而且，一送
就是 18 颗。网友评论，这礼物
真是又霸气又浪漫。

粉丝创意：18 颗星
拼成王俊凯名字缩写

这个创意刚面世就引来网
友的强烈关注。微博账号@王
俊凯 K-BOSS 站 发布的海报
显示，21 日晚，粉丝们将动用专
业仪器在南纬 60°的地方观察
并“捕捉”18 颗星，拼成王俊凯
名 字 的 缩 写“WJK”。 海 报 透
露，每颗星都将代表一个字，加
起来表示的是“英镑美元法郎，
一路护凯成王，祝你生日快乐”。

“追星”不易：专家
认为可操作性低

然而，真的能做到“捕捉”18
颗星吗？

记者联系上中国天文学会
会员罗坚强先生，他表示，在真
实观察中很难找到亮度都一样
的星星，亮度不一样连起来就不
好看。“要先知道亮度一样的星
星，它们又聚在一起，又刚好连
成字母，概率太低了。”罗坚强说。

罗坚强表示，如果是满天
繁星，他们的连线就没有意义，
而星座用眼睛就可以看到，不
用望远镜。据了解，星座一直
没有统一规定的精确边界，直
到 1930 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为了统一繁杂的星座划分，用
精确的边界把天空分为八十八
个正式星座，使每一颗恒星都
属于某一特定星座。“个人命名
是不被承认的”，他说。罗坚强
评价这次“追星”活动可操作性
低，也不科学。

如此追星，绝了！

18岁生日将至，粉丝们要为王俊凯“摘星星”！

怎样才能给一颗星星命名
呢，有钱就可以吗？

其实，掌管星星名字的国际
天文学联合会早就说过，花钱给
星星命名只是自娱自乐，玩得开
心就好。

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说，天
体命名只有两类，即给小行星和
彗星命名。小行星可以由发现者
命名，彗星以发现者的名字命名。

小行星是目前各类天体中
唯一可以根据发现者意愿进行
提名，并经国际组织审核批准从
而得到国际公认的天体。由于
小行星命名的严肃性、唯一性和
永久不可更改性，使得能够获得
小行星命名成为世界公认的一
项殊荣。像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的获得者，就会得到国家“送”
来的一颗小行星。2016 年 1 月 6
日，屠呦呦、谢家麟、吴良镛、郑哲
敏、张存浩五位科学家就得到了

这种特殊的褒奖——小行星命
名。那五颗闪耀着科学光辉名
字的小行星，就是由中国科学院
国家天文台施密特 CCD 小行星
项目组发现并获得国际永久编
号，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
命名委员会批准而正式命名的。

但恒星就不一样了，它太多，
朱进说，恒星就没有“被发现”的，
所以学界也就懒得取名字了。个
别比较“受宠”的还能有个专属名
称，大多数恒星不过就是有个编
号。“恒星命名就是瞎扯，学术界
没有这种说法。”朱进说。

那能不能向国际天文学联
合会买一颗恒星的命名权呢？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干脆在网站
上专门开了个页面解答“买星星
名字”的问题。它“加粗加黑”强
调：“本联合会是一个国际性科
学组织，绝对不掺和任何星星名
字、星球表面土地名字的商业买

卖。如果你读完了我们的解释
还是想买，那自己去找公司送钱
吧，走好不送。”

记者决定当一回不听劝的
“粉丝”，买一颗星星试试看。

卖星星名字的英文网站不
少，根据“颜值即正义”原则，我
们挑了一家看上去最正规的。
这家公司的价格算是良心，花
19.95 美元，就能买到电子版证
书。

如果自助购买，只能选择星
座，具体给你哪颗星星，得系统
自行分配。大概几秒钟后，我们
得到了一张带有注册日期、星体
天文坐标的证书。

如果还想像王俊凯粉丝那
样买好多星星，让它们连成几个
字母的话，加钱就行。“我们可以
帮你找这样的星星，只需要加
250 美元的研究和定制费就行
了。”公司回答。 综合

链接 星星多贵？媒体：130元“买”一颗

正 在 江 苏 卫 视 热 播 的
《那年花开月正圆》持续处于
霸屏状态，随着剧情逐步深
入，剧中大反派杜明礼的扮
演者俞灏明的精彩演绎也成
为网友们热议的话题。偶像
出道、经历伤痛、沉淀多年的
俞灏明一改此前形象出演反
派，演技得到观众认可。日
前，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这番“转型”就是想证明自
己：不仅仅是偶像派，更是实
力派。

谈角色：演反派
会参考生活中的坏人

因选秀节目出道的俞灏
明被粉丝称为“明王子”，“帅
气”“阳光”是形容他的代名
词，此番出演反派角色杜明
礼，不仅性格腹黑、手腕十
足，一出场便以气势压倒众
人，一举一动都不怒自威。
杜明礼的坏充满了两面性，
人前人后所表露的状态也表
里不一，怎样拿捏好角色的
精髓，对于俞灏明来说充满
挑战。为了演好这个人物，
俞灏明做了很多功课，不仅
仅是钻研角色本身，也会借
鉴他人，吸取经验，“我会参
考一些生活当中见过的坏
人，一些表面特别好，但是背
后会捅你一刀的人，都是来
源于生活。”谈到接戏的初
衷，他表示是想要证明自己，

“除了偶像剧，我还能拍很多
类型的戏，我还能驾驭很多
你们想象不到的角色，我还

是有演技的。”

谈心态：不惧伤
疤不会靠脸吃饭

提起俞灏明，不得不提
那场意外爆炸事故，俞灏明
的脸上、身上也留下了疤痕，
俞灏明的演艺事业也因此跌
落 到 谷 底 。 俞 灏 明 坦 言 ，
2015 年对他而言是极其尴
尬的一年，“那个时候正是想
要往实力演员这个方向转型
的过程当中，但很多人还是
不认可，觉得我还是一个靠
脸吃饭的演员，没有演技。”
而此次《那年花开月正圆》
中，杜明礼游走于吴沈两家
的自信、初见胡咏梅时的惊
艳、誓要置吴家于死地的狠
绝，俞灏明活灵活现地展现
给了观众。

要将一个角色演活，不
仅需要扎实稳固的表演基
础。对于幕后黑手杜明礼来
说，他的每一个微表情更能
体现人物特点，而微表情则
需要通过人物特写来展现，
经历过严重烧伤的俞灏明却
丝毫不畏惧每一场特写，“我
是一个演员，我身上的每一
处皮肤其实都能够服务于这
个角色。我感兴趣的是怎样
更好地把自己的感悟和经历
揉入到这个角色中。”俞灏明
的表现让观众一面恨得牙痒
痒，一面肯定他的演技，“希
望未来会尝试更多不同的角
色，用实力证明我是个合格
的演员。” 据沈阳晚报

如此演技，绝了！

把伤疤当勋章
俞灏明要证明自己是实力派

搬家�清洗

常州二院（天宁区）招聘
保洁人员，食堂配餐，辅医人员，男女不限。
工资1900-3000元/月，缴纳社保。
联系人：高女士 电话：13016888099

85307808
搬家、搬厂、室内外清洗
拆装空调、疏通管道旺顺
88135500桃园

搬家，室内外清洗，拆装，空调，落水管

天龙88881212
天宁人民89893838

●小舟婚介（女士优惠）18112332257
网上订餐：www.lihua.com

888117114008800400
承接学校食堂、企事业单位团餐

大娘水饺
送餐时间：10点-21点
盒饭送餐时间：10点-19点30
送餐专线86683377专线8668727288101717

广告刊登热线
86677982
86677992

代办点地址
钟楼区北大街新
闻大厦北门一楼
大堂便民代办点

综合
信息

●常州乾迅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3040014917501
声明作废

人才�招聘

遗失�声明
●常州东大水电设备安装
有限公司遗失光大雇主责
任保险发票联一份，票号
37247908，代码32001623
20，声明作废

常州市裕荣搭建
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
议，即日起注销，请债
权人见报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逾期作放弃处理。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常州市裕荣搭建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0日

●常州市富民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遗失（105）苏地完电
01924484号中华人民共和
国现金完税证办证联，金
额：85508.30元，声明作废

●常州殷杰厨房用品有限
公司遗失红星美凯龙（质量
保证金）一万元整收据一张，
编号：0023047，声明作废
●常州市腾屹物资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32
0402000200509150086，
副本：3204020002008042
90640S,声明作废

● 常州市安佑注册安全工
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30
40024067701，声明作废

●常州市安佑注册安全工
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32048300
0201704180018，副本：32
0483000201704180438，
声明作废

●常州市安佑注册安全工程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邓长群）一枚，声明作废

●戚墅堰区戚墅堰华旺食
品店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注册号：32040560007
5237，税号：61052619840
402402701，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