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宇春说，酷的意义并不是黑超掩面，皮裤加身，不苟言笑，刀枪不入。

她所展示的作为明星的魅力，反而是她自己摒弃的那种“酷”。但要命的是李宇春有

一张白皙的脸，一双分明的眸。李宇春身上杂糅的气质，在“酷”与“不酷”之间。

再看周迅，一个演员，能让人在瞬间觉得整个世界都很好，确是一种极大的魅力。

老人家的酷更让人赞叹不已。陈道明信手一张小画，被人拿来放到网络上，让大家

啧啧不已又觉得意料之中。

“拍拍动”使用方法：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拍拍动”下载安装。打开“拍拍

动”，将摄像头对准有“拍”字标记的图片，图片即可动起来！

据《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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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春说， 酷的意义并不是黑超

掩面，皮裤加身，不苟言笑，刀枪不入。

李宇春说得真好。

她被公认为很“酷”，很大意义上

是指舞台形象。她所展示的作为明星的

魅力，反而是她自己摒弃的那种“酷”：

黑超掩面，皮裤加身。但要命的是李宇

春有一张白皙的脸， 一双分明的眸。这

是通常意义上的“酷”的反义词。

所以李宇春身上杂糅的气质，在

“酷”与“不酷”之间。有人觉得她酷，有

人觉得她像个孩子，不酷。而她觉得酷

的人是周迅。

我们再来看周迅。 如今她穿香奈

儿，平胸，简洁，摩登，话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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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

当小太平揭开昆仑奴的面具那一刻，

我觉得这世界真美好。一个演员，能让

人在刹那间觉得整个世界都很好，确

是一种极大的魅力。

有几个瞬间我很同意李宇春，觉

得周迅酷。一是她跟大齐恋爱的时候，

被记者撞见为大齐挡酒。 二是地震后

她来四川做义工， 穿着牛仔裤和旧的

匡威，刚抽完烟，从车上跳下来。还有

今天，我突然得知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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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了，并且在最

近的一次访谈中，谈及衰老。

老人家总有各种酷。 陈道明信手

临摹的一张小画， 被人拿来放到网络

上，让大家啧啧不已又觉得意料之中。

韩磊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扭了两把

脖子，扮个老鹰，就引来无数追捧。就

是说，偶尔露真容，是酷的一种。

成双成对是另一种酷。李安拍《色，

戒》时，亲自为床戏设计曲别针造型，算

够酷了吧。可是太太林惠嘉比他还酷。这

位生物学博士羊水破了，自己开着快没

汽油的车子来到医院，院方当她是弃妇。

2008

年，在法国南部，身为莱卡粉

的皮特为 《

W

》 杂志拍摄了一周的茱

莉。当然，这两口子看上去也很酷，比

如总是你穿白的我穿黑的， 比如恋爱

未公开时化名史密斯夫妇去开房。

皮特镜头下的茱莉穿着宽松的长

裤，光着脚，不穿内衣，像个孩童一样

咧嘴大笑，露出白白的牙。她眼神里那

些强大和锐利被温柔所中和， 变得一

点都不酷了。

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对

一个人是不是酷的判断有着很大程度

上的自以为是。比如韩寒。以前总是酷

的， 头发也不怎么洗， 瘦着一张脸，赛

车，跟人吵架。现在他乐意和大家一起

玩，乐意晒晒韩小野，他很得意，这得意

让他在我们面前变得松弛，就不酷了。

谢霆锋出道时也扮酷。但那时我觉

得他砸吉他什么的是学了一点酷的皮

毛。他长得比较端正，但总是斜睨着一对

大眼睛。为此他不得不把一侧的刘海留

得很长，用来遮住自己漂亮的双眼皮。

可是后来的谢霆锋是真酷了。他

以青年企业家的身份在香港科大发表

演讲，英文流畅，笑容真诚，谈论社会

如何残酷，人如何忠于自己。再后来他

开始跟妈妈学做菜， 不可收拾地成了

美食家。 我无法免俗地认为男人用干

净纤长的手做菜很酷。《十二道锋味》

是我今年最期待的事情之一。

前段时间， 舒淇晒 “冯德伦与

猫”，很多人翻出莫文蔚在演唱会上唱

《他不爱我》来听，那晚莫几度哽咽，当

天正好冯德伦与徐若瑄被拍到在一

起。于是人们便说冯德伦是渣男。我倒

是觉得他很酷， 光是他默默地用两个

小酒窝就搞定几位女神这件事， 便让

我三观不正，五体投地。

最近看到最酷的故事有关克拉克·

盖博。二战时他的妻子因飞机失事遇难。

她在临上飞机前，曾给盖博拍了一份电

报说：“亲爱的，你最好去参军。”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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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盖博参加了美国空军，他多次去德

国轰炸，很快晋升为少校，拿了十字勋

章。希特勒三次想活捉他，都没成功。

酷的人恰恰有致命的柔软和性

情，永远真实纯粹做自己，无论在不在

江湖———又是李宇春说。同样的，被她

拍的周迅说，我很喜欢《龙门飞甲》里

的凌雁秋，就是“安心走我路，不问江

湖事”。差不多是同一个意思。

永远不知道李宇春脑袋里在想什么？最

近这两年，她再也不像生存在温室的偶像，整

个人的状态像火山喷发， 呈现抛物线一般的

无尽可能性。就像这次，她拿起相机成为摄影

师，第一位拍摄对象就是周迅。昨晚8时，李宇

春工作室的官方微博发了一张周迅的照片，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随后，成都商报记者独家

获悉，这张带着小文艺小性感的作品，居然出

自李宇春之手。“说到拍摄酷人，我最先想到

的女人就是周迅， 其实在我看来酷的意义并

不是黑超掩面，皮裤加身，不苟言笑，刀枪不

入，酷的人恰恰有致命的柔软和性情，无论在

不在江湖， 永远真实纯粹做着自己， 无可取

代。”李宇春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与此同时，

记者了解到这张周迅的照片仅仅是她作品的

冰山一角，接下来的几天，李宇春将用她的镜

头记录娱乐圈大腕们最“酷”的一面。

敲定人选

李宇春首选好友周迅

昨晚8时，一向活跃度不高的李宇春工作

室官方微博， 突然发出了一张周迅的黑白照

片。 图中周迅在复古台灯的衬托下显得非常

“酷”，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微博并没有太多

的文字描述，但主题是“酷，周迅”。正当所有

人在纳闷时，周迅的官方账号，也转发了这条

微博，并进行了亲密互动。李宇春和周迅，这

两位因《龙门飞甲》结缘的酷女子，背后有什

么秘密吗？

让人意外的是，经过记者多方面打探，终

于核实到这张照片竟然出自于李宇春之手，

是李宇春为周迅拍摄的。“说到拍摄酷人，我

最先想到的女人就是周迅， 其实在我看来酷

的意义并不是黑超掩面， 皮裤加身， 不苟言

笑，刀枪不入，酷的人恰恰有致命的柔软和性

情， 无论在不在江湖， 永远真实纯粹做着自

己，无可取代。”李宇春透露，当时团队在讨

论时，自己第一个说出来的名字，就是周迅。

“大家都有点意外，觉得‘酷’这个字和周迅

不是很搭。但我反问，‘难道你不觉得周迅很

酷吗？周迅本身就是酷啊。’”

揭秘现场

李宇春紧张周迅放松

敲定拍摄对象是周迅后， 李宇春亲自给

周迅发信息约时间。“因为时间很赶，周迅又

在厦门拍新戏回不来， 我只有自己背着相机

飞到厦门，约好在她当天收工后拍摄。”为了

这一张既符合周迅特质也要足够酷的照片，

李宇春一下午在厦门的酒店里试拍， 试了又

试。趴在地上、踩在凳子上、对着玻璃、对着镜

子、出门看看、回来找找道具。“说真的，她在

万人演唱会之前的紧张， 也不曾超过她担纲

摄影师这件事。” 工作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向

记者感叹道。

相比李宇春的紧张，周迅则是非常轻松。

“她踩着一双凉鞋，笑嘻嘻地出现在我面前。

她让我等一下她，过了一会，她换了一条黑色

短裙， 穿着一双高跟鞋亮相。 配上现场的音

乐， 她故意伸臂做一个亮相，‘这件裙子OK

吗？我的高跟鞋好看吗？’”李宇春回忆当时

的场景，看着周迅如此轻松，大家都忍不住笑

出声来，还鼓掌。“周迅打开香槟，倒上一杯

给自己， 又逐个倒给我们， 然后放大音乐音

量， 像是去听演唱会一般兴奋地跳起来说

‘来吧，我们拍吧！’”

出现意外

周迅摔倒后安抚大家

短暂的紧张后， 拿着相机的李宇春又恢

复了舞台上的霸气，很快进入工作状态。这不

得不感谢周迅，她越轻松一点，李宇春的紧张

就少一分。“她的状态真的非常好，穿着七寸

高的高跟鞋，站在浴缸里随着音乐节拍扭动，

甚至把喷头拧开，让水珠随性地洒在身上。”

在拍摄当中， 有一个情景让一旁的工作人员

确信了李宇春当初的选择。“在浴缸跳舞时，

周迅一不小心摔倒，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她却

甩掉头发上的香槟泡沫， 大笑着安抚我们，

‘放心啦，没事的，我拍东西时经常疯疯的，

总会出这样的状况！’在那个瞬间，我们都忽

然理解，为什么春春会觉得周迅很酷。因为她

真的，本身就是酷的。”一位在现场的工作人

员向记者透露当时的细节。

李宇春和周迅，因一起出演《龙门飞甲》

成为好朋友。虽然平时见面不太多，但并不妨

碍两人的交情。譬如这一次，拍摄之前，周迅

什么都没有问李宇春。“你要怎么拍？你技术

够不够？我要全套造型吗？这张片子修不修？

她全部都不问，也没有任何要求。即便是在拍

摄当中，她照样不管。光打得好不好，镜头对

准的是不是自己最美的角度， 滑倒也许有点

出糗的画面或许被拍到……她自顾自舞蹈、

玩耍，对着玻璃对面、镜头那一侧的我微笑、

大笑。”

摄影初衷

想用拍照留住这种“酷”

至于为什么会选择发出这张照片， 春春

坦言也是个巧合。“她忽然钻到落地灯下，微

微仰脸，我马上就抓拍到这一张。”周迅对李

宇春说了这样一句话，“人这辈子，其实还有

什么是重要的呢？就是像这样啦，和那些重要

的人，和一帮好朋友，混在一起，做些很酷的

事情！等你老了，只有这些记忆会留下。”此

时，周迅点点自己的太阳穴，点点李宇春相机

镜头里的自己。“这张不酷吗？好酷哦！”

其实， 这也是李宇春要做这件事情的初

衷。“因为很喜欢摄影，想用拍照的方式来诠

释什么是‘酷’，周迅她很酷，我想用相机留

住这种‘酷’。”

至于李宇春是什么时候爱上摄影的，她

表示：“我大概是从两年前开始玩摄影的，初

衷只是为了培养音乐之外的另一种爱好，而

恰恰对摄影有兴趣就开始瞎研究了。 平时出

去工作或者休息也会带着设备， 拍一些当地

的人物，风景，有趣的东西等等。”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刘益谦2.81亿港元拿下“神器”鸡缸杯

拍得鸡缸杯后，刘益谦幽默地表示：“各位兄弟姐妹，帮我把把关，这不是双勾填彩吧？”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潘媛

所谓酷

星作，酷

李宇春用镜头对话周迅

春春变身摄影师 用相机记录身边好友的瞬间

陈道明勾勒

心中的陆焉识

隰

隰

成龙60大寿

近百明星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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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受业界瞩目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成都

商报3月27日曾报道） 昨天中午在香港苏富比

春拍“重要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春季拍卖”上闪

亮登场，这件被称为“神器”的传奇小物件以

1.6亿港元起拍，最终以2.5亿港元落槌，附上佣

金，一共以2.81亿港元（约合2.25亿元人民币）

成交，刷新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纪录。据成都商报

记者了解， 此件拍品由程寿康手中的电话委托

竞得，据业内人士透露，买家为刘益谦，此消息

也已得到苏富比官方证实。此前媒体报道，该拍

品拍前估价为2亿至3亿港元， 为目前估价最贵

的中国古代瓷器拍品。拍后，刘益谦还幽默地表

示“小小一个杯子魔力太大，各位兄弟姐妹，帮

我把把关，这不是双勾填彩吧？”

曾收藏过该杯的著名古董商乔瑟普·埃斯

肯那茨如是介绍：“中国瓷器数成化斗彩鸡缸

杯最为珍稀罕贵，仅有不足二十件真品传世，此

杯为绝世佳品，堪称至臻。鸡缸杯今重现市场，

可谓购藏良机，我相信对藏家、甚至博物馆等机

构而言，这是梦寐以求的瑰宝，千载难逢。”

他补充说：“1999年我们买入它时刷新世

界纪录。鸡缸杯之名由其纹饰而来—————公鸡

昂首，母鸡领幼雏鸡随后，此般纹饰及釉色皆

始于成化。” 苏富比中国艺术部主管仇国仕昨

天则表示：“每当拍卖会呈献鸡缸杯，都会为中

国工艺品的价格重新定位。”据他介绍，苏富比

曾分别在1980及1981年售出他的祖父仇焱之

的两件鸡缸杯，而昨天上拍的此杯则于1999年

首次现身市场。

据仇国仕介绍， 鸡缸杯从十六世纪至今不

仅因其历史价值而被冠以无上光环， 不少文献

记载更显示， 历代许多鉴藏家均叹一杯之难

求—————“神宗时尚食， 御前成杯一只已值钱

十万。” 它也是中国艺术史上被仿造最多的一

件工艺品： 有出于敬佩， 见贤思齐而烧制的仿

作，如康熙、雍正及乾隆三帝，皆曾命工匠仿造

鸡缸杯，落各自年款；而企图鱼目混珠的赝品自

然也更比比皆是。

仇国仕强调此次上拍的这件鸡缸杯可谓来

源有绪， 上世纪50年代出自英国的私人收藏家

Leopold� Dreyfus夫人，有过出版记录；上世纪80

年代曾经过英国埃斯肯那茨和日本坂本五郎等

著名古董商的收藏。1999年，坂本五郎将这件成

化斗彩鸡缸杯委托苏富比拍卖， 最终以2917万

港元成交，创造了当时中国瓷器的拍卖纪录。时

隔15年，这件鸡缸杯再现拍台，估价已是之前的

10倍。

谈及本次购买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 刘益

谦表示：“明成化斗彩鸡缸杯是在传世各方面

比较明确的拍品， 这次有这个机会我有幸能把

它买回来，那是种缘分也可能是种福分”。而对

于大家所关心的鸡缸杯是否会出现在龙美术馆

进行展出，刘益谦也给出回应：“目前龙美术馆

今年展览本身有安排，在适当的时候，肯定会在

龙美术馆展出，我也期待大家来龙美术馆看。”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随手描绘出的建筑

陈道明心中的陆焉识

李宇春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