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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太阳报》《基督教邮报》 报道，Lady�

G aga与泰勒·金尼是在2011年9月开始约会的，

她邀请他拍摄了《你和我》的M V 。在这首M V

中， 她饰演的纯洁新娘从天真无知渐渐变得虐

人成性。至今，两人的感情已经经过了1年多，目

前都居住在芝加哥，Lady�G aga是因近日接受了

臀部手术被迫取消世界巡唱而乖乖留在家休

养，而泰勒是为了拍摄他的新剧。

虽然最近曝光率大大减少，但Lady�G aga的

圈中好友仍不忘为她制造话题保持人气。日前，

她的一位闺蜜爆料说：“今年夏天两人正好有

一段空当时间，泰勒不需要拍摄电视剧，而G aga

的演唱会及唱片工作量也最少，因此，G aga跟泰

勒计划步向人生新阶段， 我期待两人将快正式

宣布结婚喜讯。”

对于他们之间相互的感情和评价，“Lady�

G aga曾跟我说，泰勒就是她要找的真命天子，

这从他们在一起的样子就能一下子看出来。

他们的确是天生一对。 我最初还觉得泰勒太

性感兼太有型了， 不适合跟Lady�G aga结婚，

这种大帅哥一般没啥安全感嘛， 但我现在不

这么认为。”

“她之所以这么久待在芝加哥， 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就是这也是泰勒需要的， 她就想和他

呆在一起。”Lady�G aga曾在给粉丝的信中称，

“你真的是我的力量， 每件事都发生得如此之

快，当我去真正面对它们的时候，我突然反应过

来，这些故事和记忆，都是你在与我一起分享你

的生命，是你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是如此爱你，

也希望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如果你能做到这

点，如果我也是，如果我们都坚定，我们能战胜

一切，爱你的gaga。”所以，野百合也有春天，狂

野的gaga也是有柔情的。

据悉，泰勒目前忙于拍摄新电视剧《风城

火情》，不过两人7月都比较空闲，故计划于那

时候结婚。 前不久，Lady�G aga因在巡演中表演

卖力导致右臀撕裂伤， 而不得不进行手术。最

近，手术后的Lady�G aga坐轮椅首次亮相。一向

造型出位的她尽管面容还显苍白， 但屁股底下

那张24K镀金轮椅仍然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别看本山大叔平时的角色很乡土，其

实他内心对时尚的追求绝对不输郭德纲。

昨日， 网上有消息称， 赵本山将翻拍韩剧

《搞笑一家人》，在2012年底已经购买了该

剧的版权。

本山传媒艺术总监刘双平表示：“本

山传媒的电视剧在风格上已经开始多样化

了。”而一位内部人士透露：“选择这部剧

除了是喜剧题材外，也是因为在韩国非常

受欢迎， 但是目前一切还在商讨阶段，最

后怎样呈现还没有定论。不过，肯定是要

进行一些本土化的改造，也在希望更好地

学习别人的优势，让观众喜欢。”

据《华商报》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世豪）

董洁潘粤明

婚变又起波澜，王大治与董洁激吻视频曝光

后的第五天

（

3

月

18

日）

，有网站人员赴西安

探访，意外见到王大治本人。王大治宣称与

董洁已多日未联系，并表示让董洁潘粤明两

口子好好办离婚的事，同时暗指激吻照及视

频是潘粤明暗中指使人偷拍。昨日，潘粤明

的经纪人陈小姐站出来愤怒反击。

王大治首度发声

据《优酷娱乐播报》报道，本月18日，

优酷娱乐人员赴西安探访， 意外发现王大

治就在家中，并且开门简单回应了提问。被

问激吻视频是否属实，他反问：“你自己觉

得呢？” 被问及是否知道谁指使人偷拍那

段视频，王大治有点委屈，“现在网上不都

说是我么？好多人都说是我。具体我也不知

道。” 但他转而说：“为什么那么巧头一天

发现，第二天他就在《天天向上》了？”

被问到是否已经离婚， 王大治回答：

“你觉得这个对我重要吗？你们都这么厉害

了，网上报一会儿7月份离的，一会儿1月份

离的。” 至于为何不愿出面回应整个事件，

王大治说：“如果不是考虑到家人， 我早就

出来了。”

被问及董洁近况如何， 王大治直言：

“不知道，一直就……

（没联系？）

对呀。”而

他表示， 等这事过一段时间再出来回应：

“因为确实挺麻烦的，肯定有东西还得说。

这事不想再搅了，人家俩在离婚，就让人家

好好离婚吧，反正我也不想再掺和了。”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多次致电王大

治，他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潘粤明经纪人反讽王大治

王大治暗指潘粤明指使偷拍，潘粤明

的经纪人坐不住了。昨日，潘粤明的经纪

人陈小姐以个人名义对此事做出回应。

“目前潘董双方谁都没有提出离婚， 王大

治所说的正在办理离婚手续，我们完全不

知道，不清楚他从哪里得到的消息。”陈小

姐认为，王大治暗指潘粤明偷拍是“反咬

一口”。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致电陈小姐，当被

问及为何针对王大治的采访做出私人回

应时，她表示：“这是我私人的回应，仅代

表我私人的观点，我很愤怒，人不要脸到

这种程度也没什么可说的。” 陈小姐直

言，潘粤明也不会专门站出来出来回应此

事，“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让他出来回

应，才发表了我的个人观点，说了就是跟

他

（王大治）

一个级别的，我们和他不是一

个级别的人，为什么要出来回应，我觉得

我回应了都掉架子。”

安妮·海瑟薇经纪公司近日宣布， 海瑟薇

（左图）

将重拍好莱坞巨星奥黛丽·赫本1963年

的经典作品《窈窕淑女》。外媒评论认为，这将

是安妮·海瑟薇冲击奥斯卡的野心之作。

《窈窕淑女》1963年公映，改编自著名的同

名音乐剧，而原始剧本更是萧伯纳的经典名作。

影片讲述的是奥黛丽·赫本饰演的下层卖花女

被语言学教授改造成优雅贵妇，在这一过程中

两人情愫渐生的故事。1963年版《窈窕淑女》奢

华精致，赢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等多项大奖，虽然

赫本因为歌舞段落采取配唱等原因未获奥斯

卡褒奖，但她的表现仍堪称经典。

（张世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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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购轿车或越野13908006302报废车回收
●高价收报废汽车13684018535律师服务

●吴律师民事婚姻13084418318
●薛律师法律咨询15281075783商标·专利
●凯飞●商标专利版权86938500工商行业咨询
●东升办照★审计86656285

●低价办执照★资质8627 7220

●免费代办★公司注册85108030
●61515001优快办照★专业资质

●德益办照验资资质★86622900

工商行业全程服务
●专业办照★验资13880886530
●低价公司注册15828254210
●66660107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圣诺优办执照、资质86664773

●专业代办执照资质86531377

●优快执照资质酒证★83390706
●年检★执照记账资质87663899取名

●酿名苑★★专家取名66000076
测名.择吉日.选宅www.yzqn.com商务咨询
●为民婚调成功付13628049168

●★百信调查公司13551396388

●诚信婚查成功付13882236045
●婚姻调查★13402812221财会·税务
●金环账税新办照增资65877308启事
●青羊区远华技术服务部营业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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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路新46号商光莉公有非住
宅租赁合同遗失。
●张秀琼、侯东海购买经济适用房
胜天人居1栋1单元19楼1905号的
经适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合同

附件原件各一份遗失作废
●柳浪湾冯勇的票据原件003574
0、0035741、0035742、00197、00196
遗失。

●成都金路货运有限责任公司税
务登记证正本: 川地税蓉字
510106730233543号遗失作废

“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办公室里有人

评论王大治。

可是这盘棋下得好蠢。当我看到《王大

治首度回应激吻董洁 暗指潘粤明是幕后黑

手》后，真是恶向胆边生。按照正常思维去理

解这个标题，故事应该是这样才对：丈夫对

着镜子，仔细而坚定地整理好小绿帽，盛情

邀请小三激吻自己的妻子，并安排记者偷拍

且公之于众。是谁啊，是谁这么慌，剪破小三

的时光。

除了“略显憔悴”地揭露了这起阴谋之

外，王大治先生还说，“现在先让他们两人好

好离婚。”是，我也说过这句话。你激吻董洁

后，我在文章里对董洁说，如今她能做的就

是赶紧把离婚手续办妥，正大光明和你在一

起。那是因为我喜爱董洁，尊重女性。可是现

在换你这么说，就成了笑话，成了大笑话了。

出于荒唐的好心， 也出于对真相的无

知，我还替你假设，假设他们的婚姻已然破

产，假设你是用“甜蜜体贴，百般温存”，慰藉

了处在感情难关的女人。

现在来看我真的是没旗帜没立场三观

又模糊的坏作者。在另外一篇文章里，我责

备王大治妻子的一念地狱，不该写下“假如

时光倒流”，我说人生原本没有假如。可是假

如时光倒流，我将收起模糊的立场，竖起鲜

明的大旗，并且从此以后以貌取人。

昨日另一桩新闻， 是关于两个男人和

一场掌掴。路数差不多一样，被打的人站出

来谴责打人的人，也说他是幕后黑手，也说

他安排人偷拍安排人公布。 不过这个故事

有一个好看又爽快的结尾， 打人的这位先

生说，人是我打的，他以后再胡来，照样抽

他。人们一边起哄喝彩，一边陷入了沉思：

胡来？怎么胡来？对谁胡来？

一些人擦枪走火动静太大， 另一些人

则负责云淡风轻地娱乐观众。 汪小菲不知

道在哪里抄了两个古老的笑话，大

S

马上转

发：“老公真逗。”不知怎么就戳中了人们的

槽点， 估计大家脑海里都是一幕幕由微博

拼凑起来的电影般的画面：我给老公煲汤，

我给老公熬粥，我收到了老公送的花，我吃

到了老公做的菜，木啊木啊木啊。

此刻我恶毒地想起我的一位男同事，

在张雨绮第一次在微博里秀

8

点

8

克拉的鸽

子蛋时，他一边转发一边用生命呐喊：大

S

快看，够不够大够不够大？

所谓天外有天，秀无极限。

上班路上，听梁博与黄勇合唱的《北

京，北京》。第一句是黄勇的：“当我走在这

里的每一条街道”。苍凉，撕裂，本来听着

感觉挺好。到了第二句，突然声线就转了，

“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 更加冷

静，更加纯粹，这是梁博的。接下来的两句

歌 词 仿 佛 在 解 释 两 位 歌 手 如 此 的 不

同———黄勇的声嘶力竭类似“发动机的轰

鸣和电器之音”，而梁博的嗓子则是“蚀骨

般的心跳”。 听众则一忽儿被人抓住了喉

头无法呼吸，一忽儿仿佛胸口生出一朵莲

花，自在欢喜。

我想了想，觉得黄勇的问题在于：用力

过猛且又站在云淡风轻的旁边。

当我想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几件事情

就迅速被捏合成了一个整体。 不管是下棋

的，扇耳光的，还是老公真逗的，其实症结

都这四个字：用力过猛。

大帅哥陈坤也要来成都玩穿越？ 千真万

确，这位在《画皮》《画皮2》中迷眩于周迅与

赵薇之间的帅气“将军”，在《龙门飞甲》中

饰演大反派雨化田的著名演员，将在4月28日

的欢乐谷与你度过难忘的一晚！ 欢乐谷二期

“穿越欢乐谷·幸福华侨城” 开园盛典上，陈

坤将从古代穿越而来，与“五阿哥”苏有朋、

“始皇帝”林峰、“晴川”杨幂一同打开一道

道时空之门。 来到现场的观众不仅能看到演

员陈坤，还将聆听歌手陈坤的拿手好歌，更可

先人一步免费体验园区 “熊猫大侠”、“3屏

4D 影院”以及“球幕飞行影院”等项目，在多

维感受中远离烦恼，拥抱欢乐。欢乐谷，给你

一切你想不到的！

将军？公公？ 陈坤造型保密

说到陈坤， 大家对这个重庆崽儿都不陌

生， 他是从 《橘子红了》《像雾像雨又像风》

《金粉世家》走来的男孩，到了《画皮》系列

中，已成长为一个有情有义的大男人。这些年

来，他关注公益事业，形象非常正面积极，持续

捐助大爱清尘、关爱老兵、大病医保等民间慈

善项目，发起公益项目“行走的力量”，此次，

他也“行走”到了成都。

在《画皮》系列里，陈坤这位大将军一直

在皮相和内心之间挣扎， 精湛的演出穿透人

心，这位古装扮相俊朗的演员还曾在《龙门飞

甲》中分饰两角，把公公型的角色雨化田的心

机和残忍刻画得入木三分，而陈坤本人俊美的

妆容也引发了影迷们的吐槽，“公公也可以美

成这样！”而大家都知道，本次晚会上非常特别

的环节是利用全息投影技术，实现明星从古装

到现代装的“无缝穿越”，那么这次穿越陈坤

将以哪种古装打扮出场呢，是大男人型的画皮

将军，还是雨化田型的妖美男呢？昨日，成都商

报记者就此事咨询主办方，对方称，这是本场

晚会非常有看点的一幕，现在暂时保密，但是

一定不让观众失望！

“熊猫大侠”邀请全家一起来

无论是活力四射的青年人，还是两小无猜

的小情侣，或是幸福温馨的一家人，都能在这里

找到尽情释放的快乐体验，这里就是欢乐谷。而

对家庭成员的全方位体贴照顾， 也一直是欢乐

谷系列所精心考虑的，比如，“熊猫大侠”就是

以大家喜闻乐见的熊猫为主题， 这个黑暗乘骑

项目通过轨道车辆进行过程中产生的急转弯、

摆动、颠簸等动作，逼真地模拟了穿梭坠落的效

果，展现了城市英雄“熊猫侠”的勇敢，谁说不

能以此回忆起经典搞笑的《功夫熊猫》呢？主

办方称，这次很多项目都融入很多知识性和互

动性，就是考虑到很多小观众，家长可以给孩

子介绍四川的大熊猫文化，《功夫熊猫》 中的

扬善惩恶，以及各种物理反应的原理，让孩子

在寓教于乐中记忆深刻，一举多得，最是亲子

行的首选之地。

成都商报记者 曾灵

欢乐谷二期“穿越欢乐谷·幸福华侨城”开园盛典

陈坤古装来穿越

曝Lady� Gaga

将在今夏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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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瑟薇 离赫本又近一步

赵本山接轨韩流 将翻拍韩剧《搞笑一家人》

用力过猛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潘媛

王大治暗指潘粤明指使偷拍

潘粤明经纪人痛骂：不要脸

Gaga要结婚 嫁的还是“狼人”

闺蜜爆料婚期在夏天 外媒大惊失色：难以想象

欢乐谷过山车上的幸福笑脸

Lady Gaga

与泰勒·金尼在《你和我》

MV

中热吻，似乎对结婚早有预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