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才会说散就散

■

被誉为中国首档青年电视公开课

的《开讲啦》将于

8

月

27

日起在央视综合频

道开播。主持人正是传出与章子怡恋爱的

撒贝宁。撒贝宁的出现，也粉碎了外界关

于央视准备雪藏他的传言。 据《新闻晚报》

■

近日章子怡好友、影评人毕成功爆

料，称收到威胁短信，内容有“危险关系必

然扑街，让章子怡尽可能保护自己，别做

任何宣传，躲得越远越好。”章子怡宣传人

员表示，对这个短信不用理睬。至于

9

月末

上映的《危险关系》，章子怡方表示，片方

希望怎么宣传都会配合。 （黛绮丝）

■

当地时间

8

月

23

日晚，第

36

届蒙特

利尔国际电影节开幕， 作为评委会成员

之一的中国演员王学圻盛装亮相， 与电

影节主席塞尔吉·洛塞克、评委会主席格

列塔·斯卡奇等大腕一同现身开幕红毯。

这也是王学圻第一次以评委身份亮相国

际电影节。 （张世豪）

■

日前有消息称， 马东即将离开央

视。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马东本

人， 他证实了此消息， 并透露目前正在

“走手续”， 自己也不再会参与央视蛇年

春晚工作。 （徐云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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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30说唱就唱:经典来袭

《12530说唱就唱》经典回归，看扎西

如何表演“钢丝锁喉”？保安哥再次“随便

摇摆”，更有校花美女劲歌热舞。更多精彩

内容敬请锁定成都电视台第二频道本周

六晚7点播出的《12530说唱就唱》！

特别提示：报名现场观众参与节目游戏，与喜

欢的领唱快乐互动， 唱对歌词就可以拿走千元现

金大奖，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88881890

。节目播出

时拨热线电话参与节目互动，或者转发“

CDTV2-

12530

说唱就唱”的新浪微博，就有机会获得由中

国移动无线音乐俱乐部提供的咪咕系列礼品。

前日，正忙于 “五粮春之夜”世界

巡回演唱会的韩红， 趁着成都站个唱筹

备的空当赶回北京，先后前往5家医院探

望了“韩红爱心 百人援蒙”医疗队在内

蒙古救治的7位患者。

今年7月， 韩红和30位医疗专家及

100多位志愿者深入内蒙古偏远地区送

医送药，历时17天行程4000多公里，期间

共组织了17场义诊活动。这7位患者是当

时义诊过程中筛查出的疑难杂症患者，

他们年龄，最大的17岁，最小的只有8个

月大，分别患有的病症包括唇腭裂、胆道

闭塞、癫痫、先天性马蹄足、先心病等。

据了解，“韩红爱心 百人援蒙”共

为16位义诊中筛查出的患者提供来北京

治疗的援助，剩下的9位患者将会陆续到

京， 韩红将为16位患者承担全部治疗费

用，总计约120万元。

现在的韩红似乎把公益当成工作和

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部分， 甚至连

唱歌的老本行都几乎成了配角。 日前在

C C T V - M T V音乐盛典获最佳女歌手，虽

然微博相关话题让网友聊得火热， 韩红

自己的微博上对于获奖却只字未提。韩

红说自己可能更想多跟大家说说“韩红

爱心行动”，多分享自己参与的这些公益

活动的点点滴滴， 有生之年能帮助到别

人，于人于己都是幸运的事，她觉得人这

一辈子最大的意义就是生命结束的时候

发现自己曾经温暖过别人。 至于娱乐圈

或者当明星这回事， 大家开心就好啦不

用较真。 这次到京治疗的受救助患者都

是孩子，韩红总是鼓励他们：“别怕，一定

要有信心，咱们一定把病看好。”韩红还

向这些来自内蒙古偏远地区的孩子们承

诺，等他们手术做完了，她还会到医院去

看他们，等孩子们身体恢复一些，就带他

们去天安门，好好看看北京。

韩红当天还前往了嫣然天使儿童医

院，这里收治了一位“韩红爱心 百人援

蒙”救助的唇腭裂患儿。两岁的李佳雯马

上就要接受唇腭裂手术，韩红和志愿者们

探病当天刚好赶上小佳雯的生日，嫣然天

使基金发起人李亚鹏也赶到现场和韩红

一起在医院给小佳雯过生。据了解，该活

动共救助3名唇腭裂患儿， 而嫣然天使儿

童医院不仅收治这3名患儿还将为他们提

供全部免费的手术治疗。

（任宏伟）

出品主办：寰亚文化传播（中国）有限公司

承办方：北京元典星焜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总冠名：五粮春

演出时间：

2012

年

9

月

22

日晚

8:00

演出场馆：成都体育中心

演出票价：内场：至尊

VIP/980/680/480

元

� � � � �

看台：

380/280/180

元

票务总代理：大麦网

www.damai.cn

订票电话：

400-610-3721

组委会售票：

028-86627528 028-86627628

组委会地址：滨江东路

158

号，都会风尚

2

单元

703

诺贝尔奖今年缩水

诺贝尔奖每年

10

月揭晓， 今年与往

年不同的一点是奖金的变化： 诺贝尔基

金会已于

6

月宣布， 由于面临经济危机，

今年的诺贝尔获奖者的奖金将比往年减

少

20%

， 即获奖得主的奖金将从以往的

1000

万瑞典克朗降为

800

万瑞典克朗

(

按

当前汇率约合人民币

770

万元

)

。 （成风）

据台湾地区媒体报道，震惊娱乐圈的

“淫魔”李宗瑞（

“台版陈冠希”

）在逃亡

23天之后，终于现身。媒体分析认为，李宗

瑞在23日晚虽主动投案，但对未来量刑也

不会有太大影响。李宗瑞应是走投无路才

被迫投案，不算自首。

据媒体透露，李宗瑞自首后，还有另

外一名陈姓女子将投案自首， 说明案情。

李宗瑞全盘否认迷奸、 散布淫照及偷拍，

辩称与影片中女子都是你情我愿。李宗瑞

到案后，女法医当庭勘验，确认正身。

李宗瑞去年7月被控迷奸、 偷拍一

对姐妹花，当时妹妹泪控她原本是李宗

瑞女友，无意中发现李的电脑里竟有为

数不少的“性爱纪录片”，自己也多次

在无意识下被偷拍。当下责问李，对方

却置之不理。 妹妹回家向姐姐哭诉，姐

姐怒约李宗瑞到夜店谈判并高声责骂，

李却充耳不闻，反而趁机在果汁中下药

迷昏姐姐，再带回豪宅性侵并偷拍性爱

影片。警方接获姐妹花报案，查扣李宗

瑞电脑发现李将偷拍艺人、女模的“性

爱纪录片”， 依英文字母顺序建档储

存，人数高达40- 50名。

（成风）

当年“一个都不能少”，现在“千

里走单骑”，也许张伟平和张艺谋自己

都没有料到，20多年的朋友， 说散就

散。日前，张伟平公开宣称，他与张艺

谋的合作已经走到尽头。“二张”分手

的背后， 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从

1995年拍摄《有话好好说》到2011年

的《金陵十三钗》，两人之间竟然从来

没有签过一纸合同！

一个字的合同都没签过

“你说哪个公司，制片人跟导演能

不签合同啊？我从1996年拍《有话好好

说》到今天张艺谋离开，我跟张艺谋一

个字没签过，说明什么呀？他随时可以

走。”这是张伟平最近说的一句话。

他与张艺谋合作16年，推出过《有

话好好说》《英雄》《金陵十三钗》等

11部电影， 但两人之间从来没有签过

合同，也就是说，利益分配、损失分担

全靠二人的“默契”。如今，张艺谋真

的“走”了，一声不吭就离开新画面公

司，张伟平又感到分外难受，觉得欠自

己一个说法。而张艺谋另寻枝头，焉知

又不是在保障缺失之后采取的最好策

略呢。

同是大导演， 冯小刚则被华谊兄

弟公司用合同牢牢套住。

张艺谋两年没拿导演费

无合同无保障， 其实也让张艺谋

吃了闷亏，有苦说不出。

据知情人向记者透露，2000年张

艺谋拍摄《幸福时光》时，张伟平支付

给他的导演片酬为30万元，2002年《英

雄》大卖之后片酬暴涨至千万，成为中

国名副其实的“顶级导演”。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 张艺谋

的身价进一步上涨，但从2010年开始，

虽然连续拍摄了《山楂树之恋》和《金

陵十三钗》两部影片，他却没能再从张

伟平手里拿到片酬。

原来，拍摄《山楂树之恋》前两人

约定，作为导演张艺谋先不拿片酬，等

成本收回之后利润均分。 但这只是一

个口头的协议。

《山楂树之恋》的利润与7000万投

资刚好打成平手。2011年的《金陵十三

钗》不但没有回本，张伟平还搭进去上亿

资金。也就是说，作为中国的顶级导演，

前后辛辛苦苦两年，张艺谋都白干了。

甚至有知情人略带夸张地表示，

张艺谋最近两年连生活都困难———毕

竟像他这样的人开销巨大， 以至于向

铁道部天价宣传片那边伸了手，“才

200多万，按理说张艺谋不至于为这点

钱冒险，他可能实在是需要用钱”。

律师解读

合同看似约束实为保障

中国知识产权律师网首席律师徐

新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说， 张伟

平和张艺谋能够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

合作16年，推出那么多经典影片，其实

已经算是很成功了。

徐新明表示，假如张伟平和张艺

谋之间有明确的合同规范，双方就算

在拍摄理念、演员选择以及利润分红

方面有分歧，也不至于撕破脸关系彻

底破裂。“君无戏言”、“一言既出驷

马难追”这种处事方式，多用于封建

社会那些有身份和地位的人之间；在

现代商业社会和法制社会，合同代表

着一种契约精神，“一旦进入市场双

方身份就是平等的，合同既规定双方

的权利也规定义务， 对彼此都有保

障”。

据《法制晚报》

打热线 与“蜘蛛侠”面对面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世豪 曾灵）

本

月27日，备受期待的好莱坞3D 大片《超

凡蜘蛛侠》将在中国内地上映，8月26日

晚，《超凡蜘蛛侠》 盛大首映礼将在北

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城市同步举行。成

都商报读者审片团招募10名蜘蛛侠的铁

杆粉丝参加成都站首映活动， 今日13:

30- 13:50，拨打电话028- 86616764，就有

机会获得26日19:30在王府井巨幕影厅

举行的3D 版《超凡蜘蛛侠》看片会+首

映礼入场券。注意，拨电话抢票时我们将

进行随机考核挑选， 你必须是忠实的

“蜘蛛侠” 铁杆粉丝才有资格参加这次

活动，注意抢票时留下你的电话和姓名。

成都商报讯（记者 陈谋 ）

如果按照

博彩公司的赔率榜单， 遥遥领先的莫言

将成为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文学奖的

中国作家了，前提是你相信榜单的话。日

前， 全球两家著名博彩公司公布了各自

的2012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 中国作家

莫言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轮流占据着这

两家博彩公司赔率榜的前两位。

这个榜单是如何排列， 博彩公司是如

何选中莫言的？昨天，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

其中一家博彩公司的工作人员， 揭秘榜单

的由来。同时，昨天下午，记者拨通了莫言

的电话，但由于信号原因，没有得到他对此

事的评价。

莫言村上春树轮流做第一

昨天上午，记者在一家博彩网站上看到，

莫言以1赔12排在赢家赔率榜的第二名，日本

作家村上春树以一赔十的得奖赔率再次成为

最热门候选人。而另一家博彩公司的榜单上，

莫言以1赔6.5排在赢家赔率榜的头名，日本作

家村上春树以1赔8紧随其后，然后是1赔10的

荷兰作家塞斯·诺特博姆和意大利女作家达

西娅·马莱尼。 成都的旅法作家戴思杰（1

赔

30）也榜上有名。

昨天下午5时许，成都商报记者拨通了

莫言的电话，他称听不太清，信号不好，因

此暂未得到他对于此事的回复。

3人小团队决定赔率榜单

昨天， 记者联系到发布赔率的一家博

彩公司， 工作人员亚历克斯·多诺霍介绍，

有个三人专家团负责计算赔率和排列表

格，他们既是文学爱好者也是精算师。

问及根据哪些因素来选人， 亚历克斯

称， 要分析读者的反馈， 或根据媒体的报

道， 还要从诺贝尔文学评委曾经喜好的作

家来推测。 面对着最不可预测的诺贝尔文

学奖，获奖者赫塔·米勒、托马斯·特朗斯特

罗默都曾在开奖前以高赔率上榜， 以至于

瑞典文学院一度放言要挖内鬼， 追查泄密

者。昨日，被问到是否有内鬼泄密一事，亚

历克斯否认，“我们没有间谍。”

那曾经多次上榜的北岛， 为何这次不

在名单内？亚历克斯回复：“我们将把北岛

加入名单，以1比25的赔率。”

苹果和安卓版本均已上线！手机登录拍拍动产品网站

paipaidong.cdsb.com

可直

接下载安装。苹果手机用户还可通过在苹果应用商店

app store

中搜索“拍拍动

AR

”

下载。安卓手机用户还可通过在机锋、木蚂蚁等各大安卓应用市场搜索“拍拍动”下

载。安装成功后，打开“拍拍动”，将摄像头对准带有“拍”字标记的图片，待缓冲完成

后，点击屏幕上的播放按钮，即可体验精彩！

拍拍动

“生命结束时

回望过去曾温暖过别人

是这一辈子最大的意义”

韩红成都个唱前忙公益，回京探望内蒙古救助患儿

新任故事大王 是杨红樱老乡

昨晚， 百姓故事会·“天府龙泉杯”

第十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故事大王选拔展

示活动颁奖晚会在成都电视台一号演播

厅圆满结束。

这一首次在西南地区举办的故事大

王活动，历时3个多月，姜昆、鞠萍、杨红

樱等名人组成的“豪华”明星专家评委

会， 在总决赛期间选出了24名令人信服

的“全国级最佳故事大王”。有两位来自

成都， 他们分别是少年组的陈烁和儿童

组的尚奕周。

（陈谋）

杨幂刚刚在C C T V - M T V音乐盛典

上获得 “年度内地最受欢迎女歌手”

奖，但昨天《华商报》报道，同门师姐潘

辰爆料唱片公司为力捧杨幂推迟了她

的发片时间。 这很快引起音乐圈热议，

认为唱片公司对潘辰不公。成都商报记

者昨日第一时间致电其公司的宣传总

监聂梦宇求证，她表示：公司并没有对

潘辰不公的想法和做法，只是当时潘辰

的状态确实不适合推出唱片，更没有精

力来承受高强度的宣传和推广。“而且

潘辰的这张新专辑的品质确实是很棒

的， 我们公司花了大力气来包装和推

广，是想更谨慎地打造她，不会存在‘偏

心’的问题。”

聂梦宇昨天也证实了潘辰之前由于

感情问题造成状态不佳的说法，但“潘辰

和杨幂之间没有任何冲突， 她们都是很

努力的歌手”。这个说法得到了潘辰的印

证。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2012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

莫言村上 轮流坐庄

张伟平首次正面回应与张艺谋已分手 追踪

“台版陈冠希”李宗瑞自首 女法医当庭验明正身

农历七夕之际， 李晨在微博上公

开向张馨予告白， 令这一段恋情大白

天下。此前，吴卓羲和张馨予曾有一段

情， 分手之后不久张馨予在微博上自

言遇到了“对的人”，令其“重生”。由

于被拍摄到和李晨出双入对， 种种迹

象表明这个“对的人”就是李晨，两人

恋爱的消息不胫而走， 如今两人终于

微博甜蜜互动公开恋情。

据了解，目前李晨正在拍摄《好家

伙》，拍摄地地处偏僻，手机信号不畅，

昨日下午记者致电李晨，其电话不在服

务区。李晨的经纪人则表示这是李晨的

私事，他们不过问，“他自己的事情，他

自己只要开心就好。”

（徐云霄）

李晨张馨予公开恋情

昔日约会照曝光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李晨七夕告白张馨予

今 日 一 条 娱

张 伟 平 与 张 艺 谋 分 手 事 件 曝 出 惊 人 秘 密

16年没合同

力捧杨幂 潘辰不快

唱片公司：不存在偏心

《金陵十三钗》正在风光地宣传时，二张分手危机已暗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