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志颖和模特儿出身的陈若仪昨天

在泰国补办婚礼，由两人4岁的儿子小小

志担任花童，仅邀请了50位亲友参加。网

友祝福称“最老的不老传奇帅哥还是婚

了……”

昨天，林志颖在微博公布喜讯，吸引

上万粉丝“点赞”。陈若仪过去有“小林

志玲”之称，曾和殷琦、钱帅君组成知名

团体“J.A.M ”，怀孕后淡出演艺圈，低调

做林太太和林妈妈。 她和林志颖的婚照

也是两人首度公开的合照。

据悉，婚礼在泰国海边举行，采用西

式+泰式合并， 伴随夕阳美景， 相当浪

漫。

（谢礼恒 综合）

林志颖带着儿子办婚礼

“最老的不老传奇帅哥还是婚了……”

� � � �昨日一条娱乐圈八卦新闻引得网络上哗然一片，据《苹果

日报》报道，女星周迅和谢霆锋已经秘恋半年，同居一幢大楼，

恋情已在圈内朋友中公开。而之所以至今仍隐瞒恋情，则是为

谢霆锋前妻张柏芝着想，怕一心复婚的张柏芝受到刺激。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向周迅、谢霆锋双方求证，他们都予以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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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人为何

这么爱钻？

一位行家向笔者透露成都
一年钻石消费

3

亿， 数量惊
人， 远超西南其它城市。 为何
本地人这么爱钻石？ 珠宝专家
分析认为， 主要有

3

个方面原
因。 一是部分市民消费观念超
前， 热衷追求个人品位和气质，

“人靠衣裳马靠鞍”， 尤其是很
多爱美女性更希望扮靓自己。

专家认为， 钻石的天然属性
是其大受欢迎的第二个原因。明
媚夏日的照射下， 钻石熠熠生
辉，让佩戴者光彩照人。

“同样钻戒，在本市的商场能贵出
1

倍的价格来，太惊人了”、

“同样一颗
30

分钻戒，带镭射编码和国际
GIA

证书，在北京、上海
还不到

6000

元，在成都却卖到了
1.3

万元”……

根据市民的反映，笔者连日调查发现，成都本市的钻戒价格比
外地贵得离谱。

很多市民因不了解钻石的价格真相，还是到商场买钻戒，专家
预计，本地市民一年在买钻戒上多花

1

亿元。而由于成都钻戒价格
过高，不少人为省钱，跑到北京、上海甚至香港买钻戒。

同样钻戒，成都凭啥贵1倍？

■

市民反映：

成都商场钻戒贵
1

倍？

结婚时， 一枚闪亮的结婚
钻戒是婚礼上必不可少的信
物， 但家住锦江区的张先生和
女友， 却因为买结婚钻戒的事
纠结不已。

据张先生介绍， 他和女友
婚期定在

8

月份， 婚纱照也拍
了， 酒席也定了， 就差买婚戒
了。 经济并不宽裕的他们，打算
购买一款颜色为

H

色、 净度为
SI

中等级别的半克拉钻戒。 他
们二人转了成都中心城区几个
商场，结果发现这个级别钻戒，

最便宜的珠宝专柜， 也要卖到

1.8

万元以上，最贵的卖到
3

万
多元。

张先生说， 这个价格大大
超出他们的预料， 因为他上海
的朋友买的这个级别钻戒，才
花了

1.2

万元， 因此他也只预算
了这么多钱。 但现在的高价，让
张先生一下子不知怎么办了。

“结婚也是一辈子大事，婚戒不
买又不行， 买吧， 价格又太贵
了。 都说大城市物价高，怎么钻
戒反而比成都还低

1

万多呢？ ”

张先生抱怨道。

无独有偶， 来成都旅游的
广州人梁女士， 在逛商场时也
看好了一款钻石大小为

15

分的

钻石吊坠， 结果商家卖价
5000

元，把她吓了一大跳。 她不解地
说：“

5000

元， 可以在广州买到
完全相同的

2

件了，没想成都的
钻戒价格卖得如此高。”

■

笔者调查：

市民买钻一年多掏
1

亿
成都钻戒价格真的更贵

吗？ 又贵多少呢？

笔者随机选取了一款现在
结婚消费主流的颜色为

H

色、

净度为
SI

的
30

分钻戒， 以这
个品级在成都、 北京、 上海、

广州市场进行调查， 结果让人
吃惊。

笔者先在成都中心城区几
个主要商圈进行调查走访。 在
一家商场的珠宝品牌专柜看
到， 这个级别钻戒， 标价

1.3

万
元。 而随后在另一家香港品牌
专柜，卖到了

1.54

万元。 看了十
多个品牌， 这款钻戒在成都商
场售价都在

1

万元到
1.4

万元之
间，极少有低于

1

万的。

这款钻戒在外地多少钱
呢？ 在北京最大的钻石珠宝商
场每克拉美， 笔者看到这款钻
戒是

5399

元， 而在另一家珠宝
商场，是

5400

元左右，并且还可
再打

9

折优惠。 在广州北京路上

的一些珠宝店， 这款钻戒售价
5000

元。

一枚
30

分结婚钻戒， 成都
和外地差价五六千元。 如果再
换作一枚

10

万元的克拉钻，一
下省四五万，就太惊人了。

据宝玉石协会相关调查数
据显示， 成都一年钻石消费为

3

亿元左右。 如果按比外地城市
高出一半计算， 市民一年买钻
戒消费多支出

1

亿多元。

■

市民发问：

何时能买到“实惠”钻戒
很多人相信爱神丘比特的

箭尖是钻石做成的， 所以为心
爱的人戴上钻戒， 才能见证爱
情的永恒与坚定。

据统计， 成都作为城市综
合经济实力西部之首， 很多人
已经富裕了起来， 消费观念和
消费水平也逐步提高， 从全国
几个商业巨头抢占成都商圈、

纷纷上马大型购物商场就可以
见一斑， 但是仍有专家认为，

目前成都的高端消费尤其是珠
宝钻石， 价格还是太贵， 存在
暴利现象。

业内人士也表示， 成都本
地的珠宝消费量很可观， 整个

钻戒市场的规模在
3

亿元左右。 但是目前看
来，高昂的钻戒价格和
落后的产品款式，还是
阻碍了一部分消费人
群，高端消费的“出逃”

是有道理的。

有专家表示，目前
成都的珠宝钻石市场
购买结婚钻戒还是主
流人群，

30

分
-50

分钻
戒是最畅销的级别，现
在购买克拉钻作为投
资收藏的目标也是一

个趋势。

笔者在走访中了解到，接
下来婚庆市场将迎来一个新的
高潮， 成都的不少珠宝商家继
续以打折为主要营销手段，业
内人士却指出， 尽管传统珠宝
商有的已半价打折， 但商家仍
有利可图， 消费者若按钻戒的
标价购买， 肯定是花了一大笔
冤枉钱。

一枚钻戒背后究竟隐藏哪
些秘密？ 成都的消费者何时才
能买到又省钱 、 又划算的钻
戒， 我们明天将为你揭秘 “钻
石的真相”。

■

市场分析：

成都钻戒为何这么贵
成都钻戒价格为何这么

贵？ 国内知名珠宝营销专家楚
先生介绍， 不仅成都钻戒价格
高， 二三线城市的钻戒价格都
要比一线大城市高， 这是由三
方面因素造成。

专家认为， 首先是与行业
竞争激烈程度有关。 一线城市
珠宝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二三
线城市市场需求不断扩大， 品
牌竞争不充分， 皇帝女儿不愁
嫁， 珠宝商家有底气卖高价。

因此， 就出现 “同货不同价”

现象。 即便同一个珠宝品牌，

在不同城市卖价也不一样， 像
一家港资品牌， 同样品级的钻
戒， 在北京的售价就比成都低
20%

左右。

其次是由于在二三线城市
传统商场， 珠宝是最赚钱的品
类，也都是在商场最好位置，商
场通常收取珠宝商高达

20-

30%

的扣点作为租金，如此高的
扣点，最终要加到每件商品上，

也让钻戒价格居高不下。

最后， 与消费者信息对称
度有关。 专家介绍，越是一线城
市， 消费者信息越对称， 在上
海， 很多年轻白领对于钻石知
识的掌握， 甚至超过了一些珠
宝店营业员。 而在二三线城市，

由于信息不对称， 消费者难免
被商家牵着鼻子走。

笔者调查：本地市民买钻戒，一年多花1亿元

▲

在成都某商场珠宝专柜，一枚
18K

金，重量
30

分，颜色
H

色的
钻戒，卖到了

1

万
5

千多元，而在北京和上海，只需
5

千多元就能买
到，差价近

1

万。

� ��▲�

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钻戒价格与
国际接轨，价格不高，引发市民抢购潮。

▲

随着钻石文化的普及，

一枚晶莹闪亮的钻戒， 已经成
为很多本地市民的必备。

■

延伸阅读

《苹果日报》报道称，谢霆锋前年与张柏

芝离婚，一直形单影只。去年底在北京与一些

朋友参加摇滚音乐派对，恰逢周迅在场，在共

同爱好的催化下，谢霆锋放胆展开追求。而向

来感情至上的周迅，也恰逢空窗期，迅速投入

爱河，不时秘密到香港和谢霆锋约会。今年初

在霆锋首肯后，她更秘密搬入柏舍公寓，与谢

霆锋当起邻居，两人楼上楼下，既方便谈情，

又可以避过狗仔队耳目。6月23日， 周迅便被

拍到出入柏舍，还刻意戴口罩掩人耳目。

该报道还称，向来对感情不避忌的二人

此次之所以秘恋这么久，是怕刺激到谢霆锋

前妻张柏芝。 后者一直希望能和谢霆锋复

合， 当她知道霆锋有新恋情后难忍醋意，已

经带孩子去加拿大探亲。

另外，该报道还分析称，周迅近期留港

治疗脸上的皮肤病，顺带客串电影《窃听风

云3》，也是为了多和谢霆锋相处。

网友炸窝：最复杂关系图诞生

不过，网友们关注的重点显然不仅仅于

此。38岁的周迅和32岁的谢霆锋， 围绕这两

位的绯闻八卦无数。

当年周迅因为两任男友窦鹏、李亚鹏都

和王菲扯上关系，就已经被香港媒体画出一

副“爱情连连看”的关系图。如果加上谢霆

锋这一节，华人娱乐圈将诞生史上最错综复

杂的“爱情连连看”。有人感叹娱乐圈实在

太小，恋爱谈来谈去就那么几个，也有人讽

刺，这是要轮流发生男女朋友关系么？

双方回应：只是普通好朋友

目前从双方的回应来看，这张最复杂爱

情关系图能不能被载入娱乐圈史册还是个

未知数。因为周迅、谢霆锋方面昨日在接受

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都作出了否定的回应。

周迅的宣传人员解释说，“周迅和谢霆锋只

是普通好朋友关系，他们非常早的时候就因

为工作认识了。这个肯定是假新闻，能确认

的是周迅是在香港工作。 报道中写的 ‘住

所’，其实是谢霆锋公司的地址，当天谢霆锋

听说周迅来拍杂志就下楼打了个招呼而

已。”

谢霆锋的发言人吕先生则表示，“这肯

定是一则炒作。” 之后谢霆锋的经纪人霍汶

希也做出进一步解释：“谢霆锋从离婚到现

在都是单身，从没跟周迅恋爱。”周迅的前男

友李亚鹏也被媒体“追杀”对这个恋情的看

法，李亚鹏很无奈：“我不知道，我也不管这

事。” 昨日谢霆锋在出席张敬轩加盟英皇的

记者招待会时迅速闪人，没有就恋情作出回

应。

成都商报记者 陈玲莉 综合报道

北京卫视名牌栏目《天下收藏》近日完成

开播七年以来最大一次“变脸”：王刚没有了

“护宝锤”， 七年来最著名也最受争议的砸

“宝”环节取消。制片人韩勇接受记者专访时，

否认此次重大改版与去年8月闹得沸沸扬扬的

“错砸真品”事件有关，称真正原因是今年以

来收视率严重下滑，“比去年下滑了一半”。

《天下收藏》的灵魂人物王刚对于“上

交”护宝锤非常淡然，他说：“《天下收藏》砸

了7年，强调了七年的‘去伪存真’，我想在

‘惊醒’之后，接下来的就应该是‘服务’了

……”但是，也有观众觉得《天下收藏》的新

面貌反而是种 “倒退”， 回到了同类节目最

“原生态”的初级阶段，丢掉了过去非常成熟

紧凑的节目设置、 特别是形式感和特色十足

的“砸宝”，非常可惜。

其实过去七年，《天下收藏》每一年都在

改版，用王刚的话说，一直在和自己“较劲”：

从最早的3件赝品一块砸，到后来一个一个地

招呼，再到后来的“卧薪斋”、“收藏秀”，后

来加入“麻辣评审”，增加了藏品数量，增加

了藏宝人之间两两PK 等等…… “《天下收

藏》一直在探索，最终电视栏目追求的是什么

呢？ 还是对广大观众的服务。 所以 《天下收

藏》走出了演播室，来到了广大藏友的中间。

我觉得这事儿特别有意思， 就好像是我个人

的收藏道路一样，又回到了起点。我们录像的

地方就是古玩城这样的场所， 我们又重新回

到了收藏的第一个层面。 而这个层面的藏友

们，又确实是最需要我们的鼓励与支持、指导

与帮助，也是最需要‘去伪存真’的。”

据《北京青年报》

天娱确认

范冰冰加盟快男

成都商报讯（记者 任宏伟）

“快男”

评委又有新变数！ 由于陈坤下周即将去

“行走西藏”，将正式缺席评委席，而此

前一直网传范冰冰、张杰等将取代陈坤。

昨日下午， 天娱品牌中心总经理赵晖告

诉成都商报记者，快男四大评委不变，而

范冰冰也确认会加盟快男， 但合作形式

仍未定， 后面可能会更改赛制。 相比之

下，范冰冰工作室更为谨慎，不愿意透露

更多细节。“冰冰不会出任快男评委，

《一夜惊喜》剧组确实在跟快男谈合作，

但是具体形式还没定。”

好了，我们终于迎来本年度目前最

娱乐的娱乐新闻。

没有之一。

李亚鹏的前任与他妻子王菲的前任

相爱了。李先生和李太太一定心情复杂。

我这人很没原则。遇到娱乐圈的绯

闻，只要没有劈腿、抛弃和乱伦，我都觉

得好，都想拍手，都送祝福。更何况，谢

霆锋与周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这个

娱乐圈最著名的关系图画上了圆满的

圈———圆满美好得我拼了命也要相信。

我们是如此熟悉这些故事， 熟悉故

事中的人物，他们的命运与爱恨，他们的

跌宕和点滴。所以，突然传出这个消息，就

像是自己朋友圈子里两个原本不相干的

人，突然手牵手宣布在一起，又震惊，又甜

蜜，回头看，还觉得到处都是蛛丝马迹。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前段时间快男评

委席上的扔耳机事件。所以，陈坤你怎么看？

一群女人在那之后纷纷表示对小谢

的赞赏， 并八卦说一个男人连张柏芝和王

菲都经历过了，还看得上谁？说这话的时候

我们都忘记了周迅。想象力还是弱了点。

在这个大圈周围还有许多小圈。比

如周迅是陈坤的好友，陈坤是赵薇的好

友，赵薇是王菲的好友，王菲又跟李亚

鹏以及周迅一起闭合了这个圈。再比如

周迅的好姐妹范晓萱的好姐妹大小

S

的

好姐妹张柏芝 ， 是周迅的现任的前

任———也闭合了。还有这个：周迅的前

男友窦鹏是王菲的前男友窦唯的堂弟，

周迅的前男友李亚鹏是王菲的丈夫，周

迅的现男友是王菲的前男友———闭合。

其实，抛开这些圈，两个人倒是真的

般配。迅哥儿向来喜欢摇滚男，小谢年轻

时候摔吉他很有名，才华满满，有王菲写

的《迷魂记》为证。小谢呢，喜欢的女人都

干脆爽直， 又都漂亮———周迅全中。再

有，小谢喜欢姐弟恋，周迅也喜欢姐弟恋，

两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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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外表也还般配，我在

FM365

的

广告年代就默默祝福过这俩。 只是现如

今一个香奈儿，一个特步风，稍有违和。

我最大的担忧其实是，两个人都是

恋爱大过天的人。火花易有，怕就怕一

旦燎原，两人俱焚啊。

王刚没了护宝锤 砸宝环节取消

《天下收藏》制片人否认与“错砸真品”事件有关

周迅谢霆锋

在一起了？

昨日当事双方齐否认

圈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潘媛

传谢霆锋周迅

秘密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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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香港金像奖上 ，

周迅作为嘉宾给谢霆锋颁奖。

张柏芝当时在台下为谢霆锋

热泪盈眶

毕业30年

作曲家陈黔回蓉举办音乐会

成都商报讯（记者 任宏伟）

昨晚，

川籍作曲家陈黔管乐作品音乐会在娇

子音乐厅首次奏响。据悉，这是陈黔自

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30年后，首次

回到家乡举办音乐会。

作为一名管乐家，陈黔对如今中国

管乐现状不太满意。“和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目前的管乐水平还比较低下，但我

相信再努力10年的话能够达到普及。”

至于成都管乐目前的水平如何，陈黔透

露仅处全国二流水平，造成这一局面的

原因除了师资缺乏外，大环境的不尽如

人意是关键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