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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韩剧《浪漫满屋》火遍中国的

韩国“小天王”R ain（

原名郑智薰

）恋

爱了，对象是比自己大三岁的韩国女星

金泰熙

（右图）

。现年32岁、被称作“天然

美女”的金泰熙，近日通过经纪公司发

表声明，承认与仍在军队服役的R ain交

往。 对于这段之前没什么征兆的恋情，

不少网友表示惊讶， 有人说 “心都碎

了”，但更多的是持祝福态度，还有人开

玩笑地表示R ain有福气，“因为女大三，

抱金砖”。

另据新华社消息， 韩国国防部发言

人金珉奭3日说，正在服兵役的歌手郑智

薰因公外出时私会女友，违反军纪，将受

处罚。他说，郑智薰所在部队下周将召开

纪律会议，决定对郑智薰处以“适当处

罚”。郑智薰已经向上级承认错误，表达

悔意。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军方正在制

定最新规定， 以加强管理纪律涣散的文

艺兵。

据新华社、《羊城晚报》 任宏伟

成都商报北京专电 （记者 吴洋）

昨

晚， 商界名人马云和周星驰在北京进行

了一次“巅峰对话”(

右图

)。尽管是第一

次同台，但周星驰与马云却显得很熟络，

甚至不时插科打诨，互相开玩笑。

对话一开场， 周星驰直言马云也

是自己的偶像， 笑言其实很早就想邀

请马云来演电影， 甚至他要跟哪个女

演员配戏都会尽量想办法满足， 不过

马云却开玩笑说自己档期很满， 片酬

也很高，一直未能如愿。周星驰说，《西

游降魔篇》 里有一大遗憾那就是马云

没来演孙悟空， 马云立即回应，“找我

演孙悟空， 我觉得就是一件特有想象

力的事情， 因为我小时候的绰号就是

孙悟空。”

谈及梦想以及现在的状态，周星驰表

示自己现阶段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年纪大了，时间也不多了，就好像只能吃

一顿饭，你要挑最好吃的一样，我现在拍

电影的话也是拍最好的。” 不过此次在新

片中，星爷只导未演，“孙悟空”一角由黄

渤挑大梁，提及黄渤版的孙悟空，周星驰

褒奖有加，“《西游记》有很多版本的影视

作品，要是再做这个故事的话，有一个不

一样的设计就显得很重要了，我觉得黄渤

演的孙悟空会是令人想不到的孙悟空。”

而聊到“坚持”的话题，周星驰说自己一

直都是在失败当中，“不过失败了再来就

是。”至于自己到底在坚持什么，他说就是

为了心目中的“好”，“希望能做好一点，

哪怕是好一点点，也很重要。”

昨日记者获悉， 中国台湾地区著

名主持人、 畅销书作家蔡康永将于明

天

（

1

月

6

日 ）

下午3点，带着自己的首

部爱情疗愈小说 《蔡康永爱情短

信———未知的恋人》现身成都华润万

象城中庭， 启动他在全国巡回签书握

手会的第六场，而一道出席的，还有女

星曾恺玹。据悉，这部小说曾在微博上

赢得千万粉丝的跟帖和回应， 蔡康永

每写下一段关于爱情的絮语，或温暖，

或尖锐， 都会引发粉丝们高达十几万

次的转发。

成都商报记者 沈雨霖

成都商报讯（记者 任宏伟）

一直以

来，关于王力宏与李云迪的“同性”传闻

络绎不绝， 疯狂的网友更是不止一次希

望两人“在一起”。对此，当事人终于坐

不住了，王力宏前晚在新浪微博上否认，

称自己是 “异性恋”， 李云迪也喜欢女

生。昨日上午，李云迪也开腔回应“我确

定我们都喜欢女生”，希望公众不要胡乱

猜测。

自从2012年春晚同台斗琴后，王力宏

李云迪私下也过从甚密，网友纷纷起哄希

望两人“在一起”。去年11月，王力宏到李

云迪家中共度感恩节，与李妈妈的合照被

网友理解为“见家长”；去年4月和9月王

力宏分别在北京和香港举行演唱会，李云

迪成为表演嘉宾；此后两人结伴去影院观

看《少年派》更是被网友当场拍照……眼

看“同性”传闻甚嚣尘上，王力宏在给李

云迪新年音乐会录制的V C R 中做出澄

清，称“友情胜过莫名其妙的传言”，李云

迪也坚称两人是“好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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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年前合影曝光 全城搜索照片主人

此前，组委会通过本报发起 “你与蔡

琴的不了情图片”活动，收到很多歌迷来电

和珍贵的照片。昨日，组委会收到使用匿名

账号私信给活动官方指定微博发来的一张

26年前和蔡琴的合影(

左图

)，照片只留了一

句话：“纪念我和蔡琴26年未了情———1987�

印尼， 请主办方转交蔡琴小姐，2013蔡琴成

都演唱会见。”发照片的人是谁？拍摄当时是

怎样的情景？这一连串疑问引发组委会极大

的兴趣，并第一时间转发到蔡琴小姐经纪公

司上海星世代，经纪公司负责人说：蔡小姐

已经看到这张照片。蔡小姐表示：感谢照片

的主人保存了26年的合影，这是目前歌迷给

她最大的一个惊喜，但时间久远，已经无法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希望能在成都见面。

在此，成都演艺集团通过本报，向市民

发出“全城搜索令”，如果你有关于这张照

片中的“他”的相关信息和线索，请您及时

告知我们， 只要提供的线索帮助我们找到

照片的主人，我们将有特别大奖回馈。

限量邮票浓缩未了情 购票送好礼

蔡琴小姐称，成都是她的福地，能在同

一个城市开四场演唱会， 全仰仗成都歌迷

的大力支持，这次的“蔡琴-成都-不了情

纪念邮票” 对于她以及这座城市的歌迷都

是有意义的事情。为回馈歌迷，蔡琴和成都

演艺集团决定拿出部分限量邮票， 随门票

附赠歌迷。凡1月5日至1月17日，购买蔡琴

百万精华成都站演唱会1580元或1880元票

段的门票2张即可获赠一套 “蔡琴-成都-

不了情纪念邮票”，额满即止。

拨打组委会热线 与蔡琴面对面

据悉， 持本次演唱会的门票即可报名

参与2013年1月17日下午“蔡琴成都见面会

暨蔡琴- 成都- 不了情限量邮票首发仪

式”，仪式现场更有30名歌迷有机会获得纪

念邮票。限额100名，额满即止。报名参与电

话：028- 84456688�� (

曾灵

)

谋女郎单飞后

倪妮冯绍峰首演情侣

成都商报讯

（

记者 张世豪

）冯绍峰、倪

妮这对娱乐圈金童玉女的恋情曝光后备受

外界关注。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由新锐

导演李蔚然执导的新作《我想和你好好的》

（

暂定名

）已经杀青，冯绍峰与倪妮这对现

实生活中的恋人首次在电影中演情侣。

《我想和你好好的》是冯绍峰、倪妮相

识以来的第一次合作。拍摄周期相当短，前

后不到一个月， 但这段时间一起工作和生

活，显然让冯绍峰、倪妮的感情升温。

成都商报讯 （记者 徐云霄）

“从今天

起， 网友骂哪段， 我就贴哪段原剧本。”近

日，《楚汉传奇》编剧之一汪海林在微博上

撂下狠话，表示“冤有头债有主”，拒绝替

剧组背黑锅。原来，作为安徽等四家卫视的

开年大戏，号称斥资2.8亿元、由高希希执导

的“史上最贵电视剧”《楚汉传奇》正在热

播， 但这部电视剧竟然出现了一些常识性

的错误，被业内人士、观众以及网友毫不留

情地吐槽。

秦朝人读《三字经》

这得穿越多少年?

����《血色迷雾》的作者张梅煊在微博

上调侃细节太穿越，“电视剧 《楚汉传

奇》第五集中，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学堂

内传来琅琅读书声：‘人之初，性本善。性

相近，习相远。’额的神啊！秦朝人读《三

字经》，这得穿越多少年啊！”

网友“醒来的大鸦”感叹说：“小太

监对赵高说， 陈胜吴广 ‘起义’了———

‘起义’呀，这觉悟太高了吧！”网友“宅

宋喵”则幽默吐槽：“《楚汉传奇》里，李

斯大笔一挥，祖龙遗诏出炉：‘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朱重八晃出来，不要抢老

子的专利哇， 老子是从蒙元诏书制式开

头改出来这句的。”

竟然出现这样考验历史的内容！网

友第一时间把矛头指向了导演和编剧。

《楚汉传奇》的两位编剧汪海林、闫刚很

“受伤”， 表示剧本上不是这样写的，两

位编剧为求“清白”，在微博上晒起了剧

本。 汪海林费劲找到了剧本上关于陈胜

吴广起义的内容， 是博士向二世禀报，

“博士甲：陛下，戍卒陈胜、吴广等人，于

山东大泽乡兴兵造反，自置为王，已有数

月了。 如今贼众攻城拔郡， 气焰日甚一

日。山东诸县，多有官吏降贼附逆。臣请

圣上速遣大军征讨，荡平反贼！”闫刚则

晒出了另一段剧本，并指出“与沛县的闾

左语言习惯不同， 秦廷官员的语言较为

典雅、暗藏锋芒。剧本当中并没有赵高独

白，没有‘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也没有

坐地分赃、脸谱化的台词。”

编剧汪海林:

秦的部分发挥比较多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电话联系到汪海

林本人， 他透露去年5月拿到配音的台词

本时就发现有一些台词很陌生。“他们也

没有重视我们的修改意见，最后的结果就

是自取其辱吧。”

汪海林介绍，当时剧组是分为3个组

拍摄的，“汉是一个组，楚是一个组，武戏

一个组。 汉的所有部分都是严格按照剧

本拍的， 不光像陈道明老师， 包括段奕

宏、 秦岚我们吃饭的时候也会经常沟通

戏该怎么调整。 楚的一个组跟我们不在

一个城市，客观上导致了沟通困难。何润

东虽然离我们比较远， 但是也会发书面

意见跟我们沟通。总体情况是，汉与韩信

这部分严格按照剧本拍， 楚这部分也基

本上按剧本拍，秦的部分发挥就比较多，

有角色原本没有这个人后来不知道什么

原因给加进去了。”

网友打趣

刘邦旁边的狗，都比项羽戏多

《楚汉传奇》剧中，刘邦出场时嘴里

总是嚼着东西，一副流氓无赖模样，而他

身边总是紧紧跟着一条和他一样邋遢的

黄狗。“这黄狗了不得， 头两集的戏份都

比何润东多了！”有网友如此打趣。高希

希透露， 这是陈道明在拍摄期间收养的

一条野狗， 取名虎子，“在拍摄刘邦出任

泗水亭亭长的戏时， 陈道明提议他的身

边总要带着这条大黄狗。 试拍时我们没

让狗入镜，陈道明立刻向我抗议，为‘超

级龙套狗’翻了脸。此事也在剧组成为笑

谈。”

据《羊城晚报》

片方院线分账之战

张伟平呼吁主管部门介入

中国电影市场近段时间迎来狂欢，尤

其是《泰囧》一路高歌，票房已累计约11亿

元，超越《泰坦尼克号3D 》和《变形金刚

3》，成为内地电影史上票房第二的电影，并

且以超过3000万的观影人次， 超越《阿凡

达》成为内地影史冠军。此时重谈分账好像

有点泼冷水的嫌疑，然而，一个不得不提的

事实是，除了《一九四二》和《王的盛宴》在

分账比例上做出了一定策略调整，其他电影

最终都按照43：57的比例与院线签订了合

同，其中就包括《泰囧》。回看这场博弈最终

的尴尬，日前接受记者专访的张伟平有些心

灰意冷，称“调整分账比例，得让电影主管部

门做！”他甚至表示，以后在分账问题上，他

不会再出头了。

据《南都娱乐周刊》

26年前老照片曝光蔡琴跨世纪“不了情”

全城搜索照片主人 百套邮票赠送歌迷

2013年1月19日晚，由成都演艺集团主办并出品的“爱家168-蔡琴2013

百万精华成都演唱会”即将上演，目前门票销售火爆，再度续写了票房神话。为

纪念第四次在成都开唱，主办方联合蔡琴本人发行了“蔡琴-成都-不了情纪念

邮票”，承载蔡琴和这座城市八年的音乐记忆，以及与成都歌迷八年的不了情。

本报曝光邮票设计稿以来，受到多地歌迷的热抢，限量邮票也将于本月17日由

蔡琴小姐亲自在蓉参与首发。

主办出品：成都演艺集团

总冠名： 四川省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分公司

荣誉主办：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省分行

联合主办：中国移动四川成都分公司

特邀主办：尊尚柏丽美丽时尚机构

演出时间：

2013

年

1

月

19

日

20:00

演出地点：四川省体育馆

票价：

VIP1880

（少量）、

1580

（少量）、

1280

、

980

、

680

、

480

、

280

（售罄）元

总 票 房 ： 成 都 演 艺 集 团 票 亭

84456688/

84456111

指 定 销 售 ： 立 即 送 票 务

www.

LjsPiao.com 84459300

锦城艺术宫

86653820

大麦网

www.damai.cn 400-610-3721

“史上最贵电视剧”《楚汉传奇》被吐槽

编剧晒剧本

拒绝背黑锅

很遗憾，马云没演孙悟空

我们都喜欢女生

Rain谈恋爱了 违反军纪甘愿受罚

明日 蔡康永曾恺玹亮相万象城和你“握手”

成都商报讯（记者 吴洋）

昨日，郭德

纲、林志颖、吴奇隆、刘诗诗等数十位明

星汇聚爱奇艺年度盛典。因为“2013年1

月4日” 被网友谐音为 “爱你一生一

世”， 因此在晚会现场， 不少明星集体

“卖萌”。

在昨日的盛典红毯上， 郭德纲混搭

阿娇并肩亮相， 以至于他有些尴尬地调

侃，“别的都是俊男美女组合， 放我这就

是爷俩儿。”有意思的是，“不老神话”林

志颖也出现在盛典现场， 网络一直流传

着一组同龄明星的外貌对比照， 其中郭

德纲与林志颖“同岁不同颜”的强烈反

差成为网络热议的焦点。对此，林志颖声

称要向老郭学表演。“大家都说我没有变

化，其实我觉得郭老师才没有变化。我十

七八岁的时候看他是这样， 现在看他还

是这样，我才要向他学习保养呢。”林志

颖表示，两人私下关系也不错，他平时也

经常看郭德纲的相声，“保持好心情，散

发正能量很重要。”

与韩国男友正处于热恋的阿娇昨日

也成为媒体追问的对象， 由于昨日是网

络的“1314”示爱日，谈及自己的感情现

状， 阿娇一脸幸福，“男朋友给我很多正

能量。 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结婚生子的

计划， 两个人都没有想那么早结婚。”而

人气颇高的刘诗诗则坦言对自己的感情

对象并不会去设置一个框架，“更多的是

看重为人、人品，而且要成熟一点。”当问

及“荧幕情侣”吴奇隆是否符合要求时，

她表示“四爷”身上成熟的特质就是她

很喜欢的。

范冰冰加盟《钢铁侠3》

与王学圻搭戏？

日前，范冰冰被网友目击现身《钢铁

侠3》的片场，范冰冰身着医生服，头戴手

术帽。当天拍摄的是“吴博士”

（王学圻饰）

为钢铁侠治疗伤情的场景， 范冰冰不时为

王学圻擦汗，摘戴口罩，并翻译钢铁侠的话

给“吴博士”。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致电该

片中国的投资方D M G 娱乐传媒集团相关

宣传人员，他表示：“目前不方便透露具体

消息。”

（张世豪）

我才要向郭老师学保养

不是冤家不聚头

2013·1·4

周星驰&马云

林志颖&郭德纲

王力宏&李云迪

成龙回应“洗钱”质疑：

你相信我会贪那些钱吗？

近日，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

以下简称

“成龙基金会”

)

，

被卷入中国少年儿童慈善

救助基金会

（以下简称“儿慈会”）

的账目纠

纷之中。前日，成龙带领黄义达、刘芸到河

北献爱心，在接受采访时，成龙再度回应成

龙基金会受到 “洗钱” 质疑。“别人给我

100元，我就拿100元做慈善。”成龙向记者

诉苦说，就是这样还是有人质疑他。成龙反

问记者：“别人质疑我没关系， 这是好事，

那些不正规的基金会会怕。 你相信我会贪

那些钱吗？我们这次就捐了300万。”

此外， 成龙基金会秘书长党群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过几天，成龙基金会可能会来

四川凉山举行慈善活动， 但成龙因为工作

繁忙不会来四川。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