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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高中生本色出演的电影 《青春派》

即将于8月2日公映。 日前该片在全国各地进

行媒体点映场，收获了极高的口碑。其中男一

号董子健， 竟然是娱乐圈著名经纪人王京花

的儿子。 首次触电董子健就凭该片获得今年

上海电影节传媒大奖的最佳男主角， 他的演

技是否受到了妈妈的指点？昨天，董子健接受

了成都商报记者电话采访。

健身房偶遇导演 当上男一号

《青春派》讲述一位因为高考失利的男

孩，为了追随女友的脚步，决定复读重考，在

这段“高四”的日子里，他遇到了一位麻辣班

主任、一群特色十足的损友、一个深陷暗恋的

女孩， 他们共同创造了一段属于自己的疯狂

青春旅程。片中，除了扮演麻辣班主任的秦海

璐，其他的几位小演员均无任何表演经验，但

他们的表现非常出色。

6月22日，年仅19岁的董子健凭借《青春

派》获得“2013年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之第

10届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最佳男主角奖”，当被

问及如何当上男主角， 董子健直言没有任何

人推荐， 缘于和导演刘杰在健身房的一次偶

遇，“我去健身房跑步，出健身房有个餐厅，导

演正好在，我也不知道他是导演还是什么，他

就走过来了。问我演不演电影，我就答应了。”

巧合的是， 董子健的妈妈王京花是我国

第一代文化经纪人， 有“中国内地第一经纪

人”之称，曾经旗下的艺人有梁家辉、袁咏仪、

刘嘉玲、关之琳、胡军、梅婷、佟大为、郭晓冬

等等。董子健说，他的爸爸妈妈已经看了《青

春派》，“他们的评价是我演得很松弛，不错，

没有很多评价， 我跟我爸我妈不用很多话就

能表达我们的情感，特别简单。”董子健直言，

妈妈也没有对他的表演提出建议，“一切随

我，什么都没说。”

与夏雨李冰冰熟识 还被欺负过

近日，《青春派》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首

映典礼。夏雨、李冰冰、宋佳、耿乐等明星也悉

数到场，为影片站台助阵。这些明星中，大部

分和王京花有过合作， 夏雨表示非常看好这

位刚拿到传媒大奖的新科影帝董子健， 并报

料与董子健其实早已相识多年。 原来董子健

小的时候，就与夏雨一起去毛里求斯旅行，当

时董子健还小，不敢下水，夏雨就将他抱起来

丢进水里。没想到多年以后，曾经被自己“欺

负”的小孩儿也成了影帝。李冰冰也自曝与董

子健的“亲密关系”，“他小时候长得很胖，每

次见面忍不住要捏他的脸”。

董子健也表示，很早就认识这些明星了，

“我不懂事的时候就认识他们了。我觉得他们

老欺负我，我完全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我

是长大后，上初中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说

实话，我不是特别关注这个圈子。”

董子健说， 虽然自己很小就和很多明星接

触， 但一点也不适应娱乐圈，“我觉得我特别

简单，我还是个学生，我不算圈里的，我只不

过为了考大学演了一个电影。 我压根都不了

解娱乐圈的东西。”

2005

年，我刚入行。那个时候没

有微博，没有微信，新浪娱乐也不够

活跃。娱记的工作就是每天打开电话

本， 挨个给上面的人打电话，“

*

哥（

*

姐，

*

导），最近在忙什么？”

那个时候导演会自己接电话 ，

一般的演员也接，而

*

哥（

*

姐）基本上

是大明星身边的发言人。我们经常打

的电话是打给“花姐”，也就是内地第

一经纪人王京花。

1991

年，内地差不多还没有流行

歌坛的时候， 王京花就是流行组合

Brothers

的推手了。后来，据说有

80

多

位明星都出自或经过她手， 包括：陈

道明、夏雨、胡军、周韵、李冰冰、范冰

冰、佟大为、郭晓冬、任泉、李小璐、江

一燕、杨紫琼、关之琳、刘嘉玲、吴君

如、袁咏仪、钟楚红、姜文、关锦鹏、刘

伟强、张叔平。

看这密密麻麻又牛气哄哄的名

单，那时感觉除了王京花这圈子也没

别的经纪人了。后来娱乐经纪中的牛

人李雪、纪翔，都是她的徒子徒孙。这

一声“花姐”，就像韩三平的“三爷”，

徐克的“老爷”，是由许多崇拜与敬畏

交叠而来。

所以， 当一个老娱记听说

90

后影

帝董子健是王京花的儿子时，那种内

心突然亮堂，忍不住低呼一声“哦”的

感受是意味深长和心领神会的 。而

这，又是年轻娱记难以感受的。

因为现在很少有人提到王京花

了。

当年，在短短四年内 ，花姐两次

出走———离开华谊、 与橙天分手，都

是震动江湖的大事。花姐的行事风格

由此可见一斑。有人说她的保姆式经

纪太陈旧，有人说她太过维护自己的

艺人。花姐的生日是

3

月

18

日，她选择

在这一天和橙天分手，她自己的公司

就叫拾捌。

不过，这些讨论都不重要了。

现在的明星自己就是品牌， 他们

聪明、独立、强大。他们以自己命名：

范冰冰工作室、李冰冰工作室、黄晓

明工作室、周迅工作室。以前是一个

王京花带

80

个艺人，现在是一个艺人

被经纪人、执行经纪人、宣传总监、宣

传、助理、生活助理围绕。

江湖上很难再有王京花， 以及关

于王京花的传说了。

在百度文库一篇叫做 《王京花经

纪模式研究》的论文中，描述完王京

花如何打造黄志忠和白百何之后说：

“一位人称‘小葛优’的演员也是最近

力推的艺人。” 一直以来没有听说娱

乐圈出来了什么小葛优。现在答案来

了。导演刘杰在微博上这样评价董子

健：“小葛优，前途无量。”

刘杰还说， 小葛优是他在健身房

一眼看中的。真巧。

好莱坞3D 科幻动作片《环太平洋》，

将于今日以3D /IM A X �3D 及中国巨幕格

式登陆中国内地院线。昨天，该片在成都

举行试映，3D 效果得到观众的认可， 但观

众普遍反映，影片故事太过简单，有点像

豪华视觉版“奥特曼”打怪兽。

《环太平洋》讲述了在距今数十年后

的人类世界，为了抵御海底不断出现的巨

大怪兽攻击沿岸城市，中国、美国、日本、

俄罗斯、澳大利亚等环太平洋国家组建了

一个名叫“贼鸥”的巨型战甲队，联合向

怪兽发起反攻。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未来，

因此影片的取景范围需要很多不同的样

子， 为此剧组重建了几乎所有的东西：从

旧金山到东京街道的废墟，以及怪兽攻击

前攻击后的香港街道，这些都是怪兽开始

肆虐的地方。

（张世豪）

央视春晚节目组

征集喜剧作品和人才

昨日下午，2014年央视春晚节目组正

式开始向社会征集喜剧作品和喜剧人才。

征集令写道：“请把你觉得爆笑的‘喜剧新

作’‘喜剧形式’推荐给我们吧，请把你喜

欢的‘喜剧新人’推荐给我们吧，如果你是

‘喜剧达人’或‘喜剧创作者’也请不要犹

豫，我们将热情地欢迎你毛遂自荐。”

征集令在其官方微博发出后， 网友们

纷纷推举，宋小宝、小沈阳、开心麻花等明

星登上春晚舞台。 目前的微博征集效果似

乎与央视春晚“全民参与”的感情诉求有

些背道而驰，几乎没有毛遂自荐者，反倒成

了众笑星的粉丝为自己的偶像争取登台机

会的平台。

据《辽沈晚报》

韩寒小说改编同名电影

《一座城池》9月上映

电影《一座城池》日前确定将于9月18

日在全国公映，并发布了首款海报。电影改

编自韩寒同名小说，由孙渤涵导演，房祖名

饰演小说主人公“我”，“筷子兄弟”成员

王太利饰演健叔。左小祖咒为电影配乐。

相对今年的“致青春”电影系列，韩寒

的青春故事有其自身的风格：“我”离开学

校以后，在一次群架当中意外将他人杀死，

不得不亡命天涯， 故事带有强烈的荒诞色

彩。孙渤涵表示，韩寒已经看过电影并表示

了肯定，“我觉得他当着我的面肯定是称

赞的， 但他心里具体怎么想， 你们该去问

他。”

据《东方早报》

凭《青春派》获上海电影节传媒大奖“影帝”的董子健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

出名不靠妈妈王京花

董子健从小被明星欺负大

花姐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潘媛

《环太平洋》今日公映

1万元的钻戒 进价仅3千

笔者赴深圳调查“疯狂的钻石”，揭开惊人真象
内幕，加价300%成行业潜规则

■

批发市场：

万元钻戒批发价
3000

对珠宝圈内人士来说，没人不知
道水贝。 这个位于深圳不过

0.5

平方
公里的地方， 聚集了大小

1600

多家
珠宝企业， 已成国内最大珠宝基地，

全国
70%

以上珠宝在此加工批发。

前几天，笔者以“珠宝商”身份来
到这里，这里云集水贝、金丽、金展、

宝琳、泊林等众多珠宝交易中心及众
多临街珠宝批发店。笔者先来到位于
贝丽南路上的金丽珠宝交易中心，这
里全是独立展厅， 有金福徕珠宝、大
玛士珠宝、 南洋恒信等众多的品牌。

每家展厅陈列着上千款首饰，很多展
厅摆着 “欢迎批发 ，谢绝零售 ”的牌
子。 “老板，要什么货”，在一家展厅
前， 说着福建口音的老板热情地招
呼 。 笔者问 ：“

30

分的
18K

金的
H

色，

SI

级别的钻戒， 批发的话要多少
钱？ ”老板拿出计算器敲了几下，把计
算器递到笔者面前说“

30

件起批，最
低这个价”。

笔者看到， 计算器上是“

3500

”。

笔者佯称太贵了。老板说：“得让我们
多少赚点吧？ 最低给你再减

100

，怎
么样？ ”

笔者以价格高为由，随后走到水
贝另一家名为“皇家珠宝”的展厅，当
笔者表明要

30

分这个级别钻戒时，

老板给笔者一下拿出十多款。笔者看
到这个级别钻戒， 有的标价

1.1

万，

有的标价
1.2

万元以上。 老板说，这
是零售价，批发

3

折。

一路看下来 ，

1

万元的钻戒 ，在
水贝批发价都

3300

元就可买到，整
整低了

6000

多元， 钻戒批发价基本
在

3-4

折之间。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笔者，一般小
珠宝商，经济能力有限，都到批发市
场拿现货，批发商要赚一些，一般在
成本上加价

10%-15%

批发， 如果是
委托珠宝工厂加工，会更便宜。

■

工厂直击：

出厂价
3

千成都卖
1

万
钻戒在珠宝工厂加工， 要多少

钱？ 笔者决定去实际看一看。 在一位
知情人的带领下，在水贝二路附近一

栋看似居民楼的楼房， 从
1

楼乘电梯
到了

3

楼，敲开紧闭的防盗门，空间豁
然开朗，里面竟是个珠宝工厂。

开门后就是一个
100

多平米的展
厅， 展厅里陈列着几百款加工好的
钻戒。 再往里是一个个

30

多平方米
的隔间， 里面坐满工人， 正在加工
首饰。 老板是位

50

多岁的李姓潮汕
人。 他说自己做了

10

多年的珠宝加
工， 现在工厂里有

50

多人， 从设计
到起版、 执模、 抛光、 电镀、 刻字
各道工序都有， 用他的话讲 “没有

不能做的款式”。

笔者随即告诉老板，想加工一批
30

分的，成色为
H

色，

SI

的钻戒。 李老
板拿着计算器算了半天，给笔者的报
价是，如果是简单款的钻戒，不需要
太多工艺，费用

3000

元左右，款式复
杂一点的成本也就

4000

元。 “加工量
大还可以再便宜，我们加工一款钻戒
就赚几十元的辛苦钱”，老板说。

老板告诉笔者，南京、成都、沈阳
等地有很多珠宝品牌都有他们的客
户，遇到销售旺季，他们还给国内几

个知名大品牌做代工。 昨天，他刚刚
给南京一家珠宝品牌发走

500

件货。

笔者随后又在水贝珠宝加工区，

探访了四、五家珠宝工厂，同样这枚
30

分的钻戒的加工成本，价格基本也
都在

3000

元
-4000

元左右。 在一家珠
宝工厂里， 笔者试探性的问一位老
板：“这个

3000

元的
30

分钻戒，我要
是拿回去得加价多少销售合适。 ”

这位老板笑着说道： “看你在
哪里销售了， 你要是进商场， 至少
要卖到

1

万元。 要是自己开专卖店，

卖到
8000

元 、

9000

元 ， 不
成问题。”

据知情人士透露，国内
多数品牌钻戒都是在深圳
珠宝工厂里加工，包括香港
珠宝品牌。 因此，各家的成
本基本都一样。

■

内幕揭秘：

加价太离谱是公开秘密
商场里卖

1

万元的钻戒，加工价
格仅为

3000

多元，加价率极其惊人。

“这是其他行业很少能达到的暴利，

钻石价格远远背离了真实价值”。 北
京全城热恋钻石商场总裁万子红说。

据了解， 目前市面上的珠宝品
牌， 除了卡地亚、

tiffany

等奢侈品牌
外，有好多珠宝品牌，都是在深圳加
工的。 加工方式又分为两种，一种是
直接从工厂批发， 另外一种是下订
单，让工厂贴牌加工制作，然后贴上
自己牌子。

不管哪种方式拿货，在珠宝圈有
个潜规则，如果是一般的品牌，钻石
的加价率极高；而如果是国际一线品
牌，钻石的加价率会更高。

也就是说，一枚钻戒，如果是以
1000

元的价格出厂， 那么在零售时，

售价就在
4000

元以上。 进价
3

千元的
钻戒，则要卖到

1

万元以上。前不久某
媒体一篇报道，也证实了这一点。 据
该媒体报道， 一颗百货商场售价

10

万元的钻石，其成本价一般只有
3

万
多元，其余部分都是流通费用和品牌
溢价。

据知情人士透露，国内传统珠宝
在商场里的钻石价格， 成本价低，加
价率极高，这成了国内珠宝行业内公

开的秘密。

万子红认为，国内钻戒市场之所
以卖这么高，一方面是国内钻石市场
需求大， 钻石消费成为刚性需求，中
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钻
石市场。

另一方面是国内消费者信息还
不对称， 对钻石价格和成本没有概
念。不像国外，钻石价格已相当透明，

在新加坡、 日本等国家或者地区，很
多消费者对钻石的品质级别都很清
楚，一款钻戒，商家只能加几百元利
润，从没有像国内这样的暴利空间。

■

观点
PK

：

商家：卖这个价没赚多少
市民：如此暴利还说没赚

面对钻戒“暴利”说法，传统珠宝
商家们却连连叫屈。 不少珠宝商表示，

看似加价比较高， 其实最后到手也没
多少钱。 一位在成都从事了近

20

年珠
宝生意的胡先生，对商场钻戒存在“暴
利”一说并不认同。 他告诉笔者，其实
在商场的珠宝商利润没有传说中那么
高，更谈不上暴利。

他说：“从批发回来到卖给顾客，

中间经历了太多环节。其中有商场扣
点、宣传推广费用、装修折旧、人员工
资、商品积压成本，这些加起来是很
大一笔费用，最后也剩不了多少。 ”

胡先生给笔者算了一笔账， 一个
珠宝品牌进商场，商场收取的销售提点
就要达到

25%-30%

，装修费用、人员工

资占到
15%

，还有就是广告营销推广费
占到

15%

， 再加上商品占压资金成本，

以及商场里在节庆里临时搞的一些促
销活动， 最终拿到手里的并没有多少
钱。 但很多消费者表达了相反看法，有
市民认为，珠宝和萝卜、土豆不同，单价
动辄几千块甚至数万块，如果加价几倍
的话， 价格就让人觉得白白多花几千
块，有被宰的感觉。也有市民认为，珠宝
生产销售经历的环节多少，这是商家之
间的事情， 不能都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珠宝商家应赚取合理的利润， 而不是
“暴利”。 如果一个钻戒的售价比成本
价高

2

倍的话，他宁愿不买。

▲

包括中国香港的珠宝品牌在内，全国
70%

以上珠宝都是在深圳加
工制造，

3

千元批发的钻戒，到成都商场里卖到
1

万多元。

同样一枚钻戒，在成都，比北京和上海贵了
1

倍，差价十分惊人。钻戒的底价到底是多少？珠宝商家们的利润有多
少？笔者在本地走访后，还赶赴全国珠宝加工基地深圳，从钻戒加工和生产源头，为市民揭秘钻石的价格真相。笔者
调查发现，在本地一些大商场里售价

1

万多元的钻戒，在深圳珠宝工厂里，批发价仅为
3

千元。 一枚钻戒，从出厂到卖
到消费者手里，加价率达到了

300%

，达到十分暴利的惊人程度。

▲

这款半克拉钻戒，在深圳批发只
有

8

千多元， 在成都商场里却标到了
3

万多元，消费者对此并不知情。

▲

深圳水贝大大小小的珠宝加工厂
1600

多家。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很多商家打“意大
利工艺”、“比利时切工”，其实都是深圳造。

亲，你的钻戒有多大？

钻戒消费旺季将至， 很多成
都女人都在忙着为自己或者心
上人挑选钻戒。

你佩戴的钻戒钻石是多大
的？颜色、净度级别是什么？花了
多少银子？ 你最喜欢什么样的钻
戒款式， 是时尚的还是经典的？

你喜爱的钻石是圆形钻石还是
异形钻石？

我们在此面向广大读者，做一
个小小调查，如果你或者是你的
朋友是一位钻戒达人，不妨给我
们发邮件， 发表你的个人看法，

到时将择优刊登，并为您送上一
份小小的礼物。 发送调查的邮箱
为：

Jinbailizhubao888@163.com

■ 小调查

在《青春派》的首映礼上李冰冰为董子健送上了一个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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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静案乔宇当庭认错

否认诈骗称被逼供

前天，被指介入演员白静、周成海夫妇

婚姻并骗取周成海巨额钱财的男子乔宇，

因涉嫌诈骗罪在北京二中院受审。 周成海

的家人旁听后告诉记者， 乔宇当庭否认诈

骗，并称自己曾被刑讯逼供，乔宇在最后陈

述时说，在白静这件事情上他错了。庭审于

前晚9时许结束，没有当庭宣判。

据《京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