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心想要做口述历史的小崔， 注定

要把自己写进历史。

为他主持“永源基金”第一届理事

会的张越说：多年之后，小崔去世了，大

家都还接受这个基金会， 还没让网民拿

板砖拍死，我们就把源头的“源”改成元

宵的“元”，来纪念一下崔永元。

成立公募基金会在中国非常稀有。

李连杰是第一个，小崔紧随其后。迈出这

一步，崔永元已经超越“明星公益”的概

念———首先是因为他本人早就主动褪去

明星光环，在公益界，小崔是真正的实干

家，有魅力，有魄力 ，有毅力 ，也有号召

力。当然，明星公益也是好事，但相对来

说，承受的风险、花费的精力更少，但得

到的回报与关注却更高。 永源基金显然

已经不再是以下这些可以写成新闻通稿

的内容了：穿件印着口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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恤，跑几趟

灾区，捐几十万现金，唱几首祝福歌曲。

一旦跨出这一步， 就意味着非常多

的责任，非常大的风险，做的大量具体而

繁琐的事情没有能见度， 但被监督的部

分却需要极大透明度。

这也是小崔要对公众强调的关键

词：透明。事实上，这个发音简单的中文

词汇背后是如此复杂。 不是说我有一个

透明的态度，我就能真正透明，就能让每

一位公众都觉得我透明。 因为披露信息

的成本、 涉及捐赠人隐私以及涉及组织

核心竞争力等诸多因素， 公益组织的公

开透明被认为应有边界。 但在公众舆论

面前这个边界的划定却显得如此艰辛。

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的刘丽波老师曾

说，理性上，公益和其他领域相似，无法

完全透明，更不能完全透明。而感性上，

对于公益慈善， 人们的要求却过于完美

主义，认知也过于理想化，认为只要是公

益慈善信息就都应该透明，完全透明。

小崔一向是明白人。 他能看到前路上

的种种障碍：“运作模式不好， 相关的法律

法规不配套，公众也不太懂，瞎监督，瞎质

疑”；他也有勇气去做好承受的准备：“我明

白会面临什么，挨骂估计比前半生加起来

还多”。 万通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李劲说，有

理想很容易，在路上走到底不容易。这句

话，摆在小崔这儿，看得人几乎热泪盈眶。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喜欢演员李连杰

（个人偏见及审美习惯）却钦佩慈善家李

连杰的原因。同理，向小崔致敬并祝福。

杭州人民到底是多么需要他，甚至把他

的官方网站都黑掉了！昨日，被网友戏称为

“雨神”的台湾地区歌手萧敬腾的官方网站

居然被黑掉，点击进入网站便看到“杭州人

民需要你”的标语。昨日是立秋，可是杭州的

天气依旧超过40℃，难道是杭州网友向萧敬

腾“求雨”？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萧敬

腾经纪公司喜鹊娱乐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公

司对官网已经修复， 不会去追查被黑原因，

权当是一个恶作剧。昨晚记者截稿前，再次

登录萧敬腾官方网站， 发现页面已经修复，

恢复正常。

自从去年7月萧敬腾巡演北京站巧遇北

京60年一遇的大暴雨后，后来在南京、长沙、

天津，萧敬腾开演唱会的地方都在下雨，甚至

连去年底，萧敬腾在伦敦馆开唱，英国多个地

区也遭遇暴雨洪水。 这种事情后来被网友陆

续调侃， 连萧敬腾也被富有娱乐精神的网友

们调侃为“雨神”。而昨日立秋，江浙沪一带

高温不断，成都却迎来了久违的大雨，难道萧

敬腾秘密潜伏到成都？“萧敬腾前几天在北京

录制完节目，目前正待在台湾！”该工作人员

表示，萧敬腾对于“雨神”这个称号已经欣然

接受。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王珞丹拍古装戏

“把一辈子的汗都流光了”

苦不苦，问问横店的剧组，热不热，看看

古装的角色。大热天拍戏，是一大苦事。大热

天拍古装戏，更是苦中之王了。

王珞丹就是这苦命的王后。 由她和林峰

主演的电视剧《大汉贤后卫子夫》，当下正在

横店热拍。身为女一号，王珞丹得天天裹上三

层刺绣汉服，再顶上好几斤重的假发，扮演她

的“大汉贤后卫子夫”。

据王珞丹助理透露， 古装戏每天光化妆

就要近三个小时。 摄影棚内全靠九把大电扇

降温， 不一会儿， 汗水刷刷地就把妆给冲花

了。所以，在每个镜头拍完之后，王珞丹必须

再补一次妆， 直接把每天的工作时长拖到十

五六个小时。

为了节约时间， 王娘娘只能在午饭时间

换下湿透了的贴身衣物，擦干汗水，可拍完下

午的镜头后， 又是一身汗水， 让王珞丹直呼

“把一辈子的汗都流光了”。

据《今日早报》

杜淳中暑

高温引发急性肠胃炎

6日上午，演员杜淳在新浪微博上晒出自

己生病打点滴的照片。 杜淳在微博中说：“在

与横国（横店）40度虎的高温激战中，爷暂时

败下阵来，也好，让爷暂时调整下，喝点‘兴奋

剂’，3天之后，爷还是一条好汉，继续奋战在

一线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先与敌人抵抗会，爷

很快与你们汇合！哎哟，好疼。”

昨天成都商报记者致电杜淳的经纪人郭

红波，他表示，由于横店连日来的高温天气，

杜淳得了急性肠胃炎， 昨天已经转回北京检

查治疗。据悉，杜淳在横店开工拍摄由宁浩监

制的电视剧版《黄金大劫案》，说起横店的高

温天气， 郭红波苦不堪言，“夏天演员拍摄年

代戏真的很辛苦，穿着厚厚的衣服，每天要拍

十几个小时。” 说起有没有防止高温的办法，

郭红波直言，其实杜淳有一辆房车，但很多戏

都在室外拍， 演员也只能在房车内做短暂休

息，“房车内温度与室外温度的反差， 更容易

引起中暑。”

当被问及有没有防暑的秘诀， 郭先生表

示：“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 只能靠演员

自己的意志力。我曾经跟杜淳商量，暑期要不

要不接戏， 但是演员遇到自己喜欢的剧本和

角色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有出来拍了。”

李小璐抱怨

这么热的天拍戏，我又不是包子

8月6日， 女演员李小璐也在微博抱怨：

“这么热的天怎么拍啊， 我不是包子啊。”据

悉，李小璐正在北京拍摄电视剧《男人帮》，

片中不少室外戏份， 李小璐只有顶着烈日拍

戏。前两年，李小璐的老公贾乃亮在广州拍摄

新戏《便衣警察》时，就因为中暑和过度劳累

晕倒。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陈玲莉

有移动空调“济公”的扇子下课了

哪怕地表温度42℃， 在横店这里每周也

都照常聚集20个以上的剧组日夜赶工， 名副

其实的“热拍”赶进度。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致电横店影视城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德军， 让他谈谈影视

城的防暑措施，他一听这个话题，马上表示横

店影视娱乐频道的官方微博上连日来重点话

题就是这个，不但有各种防暑措施，还专门配

有照片推广防暑小窍门。“移动空调啊、 小电

风扇啊、冰块啊，这些都是防暑的。”据悉，移

动空调还是今年横店新开发的新式武器，已

经成了不少剧组内景戏的救星。

比如由陈浩民主演的《新济公活佛》剧组

中，一个大殿内就有四五台这样的移动空调，

空调下装着四个滑轮，可以自由移动，后面还

拖了一条长长的管道可以吹出冷风， 只要一

有空，演员和工作人员就会挤到管道前吹风。

自从有了移动空调，拿扇子的“济公”都不再

受欢迎了。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陈玲莉

柯蓝：吹穿堂风

记者前往由胡军、 柯蓝主演的《大陆小

岛》剧组探班时，柯蓝向记者展示了她的避暑

利器：纸扇、迷你电风扇和可食用的小冰块，

她还透露只要一拍完戏， 就会一个人搬张椅

子坐在靠近门口的地方，吹穿堂风。

杨幂：自制凉茶

杨幂正在横店拍摄新剧《古剑奇谭》。尽

管这次的戏服以纱质为主， 不用里三层外三

层， 但横店经验丰富的杨幂还是备好了消暑

法宝———自制凉茶。据其助理介绍，杨幂每天

都会调制不同的凉茶带到片场。另外，新鲜水

果也是杨幂每日的必备品。

刘恺威：外景移内景

刘恺威担任制片人的第二部大戏《一念

向北》正在上海热拍，连日来上海连续高温，

刘恺威体恤地将外景戏改为内景， 等稍微凉

快点再抓紧时间出外景。 每天中午他都会请

厨师加做绿豆汤， 还经常自掏腰包买一堆冷

饮，请剧组的人现场喝了降温。

据《天天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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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水》入围威尼斯电影节

“地平线”单元

第70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8月28日即

将开幕，主竞赛单元目前华语片全军覆没，

其他各单元也陆续开出片单，“地平线”单

元昨日冒出一部华语短片《死水》，由85后

导演王小伟创作， 是目前已公布的本届威

尼斯电影节正式单元里唯一一部中国内地

电影。

导演王小伟出生于1985年， 毕业于云

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死水》是他拍摄的

第二部短片。 该片讲述一个炎热的夏日午

后， 因为堵车， 一个出租车司机来到了河

边。在这里，他碰到一个正在河边画画的画

家，经过接触，司机渐渐发现了画家的一个

秘密。 该影片的电影语言营造出一种神秘

的气氛， 意在探讨平静的生活中隐藏的种

种暗流。

（陈玲莉 综合）

孙燕姿代言奶粉

卷入污染事件

成都商报讯（记者 任宏伟）

据台湾地

区媒体报道，去年产子的孙燕姿，今年4月

底出席代言的雅培奶粉记者会， 还开心表

示儿子也喝该品牌奶粉。 不料该品牌奶粉

卷入了近日的奶粉污染事件， 有两批该品

牌婴幼儿奶粉存在被肉毒杆菌污染的风

险，让诸多粉丝担心她形象受损。昨日成都

商报记者向孙燕姿经纪人曹先生询问此

事，他一直未作出任何回应。之前孙燕姿发

言人徐佩云在接受台湾地区媒体采访时表

示，现在正在等待该品牌的回复，要确定孙

燕姿代言的奶粉没问题。

刘晓庆本周在旧金山完婚？

经纪人否认

昨天，知名博主“长春国贸”在新浪微

博报料， 称年近60岁的刘晓庆本周将在美

国旧金山完婚。针对该报料，成都商报记者

联系上刘晓庆的经纪人易先生， 他直言：

“没有本周在美国结婚的事情。”

昨天，记者联系上“长春国贸”，他表

示， 这条消息是自己一个旧金山的朋友告

诉他的，对方说可能会在这周内登记。但是

“长春国贸” 并不清楚刘晓庆结婚对象是

谁， 他表示自己也在多方打探调查核实此

事。

（张世豪）

陈思诚誓娶佟丽娅

“一年之内肯定结婚”

电影《北京爱情故事》近日在京举行

发布会，导演陈思诚、主演佟丽娅出席。陈

思诚现场对女友佟丽娅告白，“不管这部

电影的票房是10亿还是10万， 我都会娶佟

丽娅。”对于结婚的时间，两个人有不一样

的看法，佟丽娅说三年之内，陈思诚否定了

这个说法，“一年之内肯定结婚。” 有媒体

问陈思诚， 如果佟丽娅和别的男演员演戏

拍亲热戏，会不会嫉妒。陈思诚回答，“我

们就是干这个工作的，没办法。那些会让我

吃醋的场景， 我不看。” 佟丽娅连忙说，

“对，我也不看。”

（张世豪 整理）

拨成都商报热线免费看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世豪）

由黄晓明、

Angelababy （杨颖）、 在熙主演的爱情片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今日起全国公映，如

果你对这部影片有兴趣。 今日上午10点开

始拨打成都商报热线86613333-1抢票免费

看电影，150张电影票先抢先得，抢完为止，

请在抢票时留下您的姓名、 电话号码和身

份信息，方便取票。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讲述了一段发

生在Angelababy饰演的女警吕月月与在熙

饰演的韩国黑帮分子正熙、 黄晓明饰演的

警察薛宇之间的感情纠葛。

尽管在片中与两位男搭档都有感情

戏份， 而Angelababy在片中与在熙的感情

显然更胜一筹， 两人更是有激情片段。在

被问到和在熙演亲热戏时会不会怕黄晓

明吃醋的问题时，Angelababy巧妙回答说，

“现场只有导演在，只要导演不添油加醋，

肯定没问题”。

6日，北京市批准第一家无主管单位登记

的地方性公募基金会———永源公益基金会向

社会正式宣告成立，崔永元任法定代表人。该

基金主要致力于口述历史资料收集、 乡村教

育支持和文化交流方面的社会公益。此前，同

类型的基金会仅有在深圳注册的由李连杰发

起的壹基金。

崔永元说，要保证这个机构不出大问题，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透明。“我明白会面临什

么，挨的骂估计比前半生加起来还多。但我们

要做到问心无愧，不能好心办坏事。”央视主

持人张越客串现场主持， 据她介绍，“永源”

二字取自“永元”谐音。据悉，基金会已经收

到企业家捐款2000万元，画家韩美林、史国良

等捐出好多作品，将来用作慈善拍卖。

>对话崔永元

问：当“第一”有哪些困难？

答：其实，我以前就是闷头干，不太了解，

后来提出来想做一个基金会， 我才仔细研究

私募和公募有什么区别， 也到国外去考察了

一下他们民间的基金会。我们非常落后，比中

国足球还差，我们的运作模式不好，相关的法

律法规不配套，公众也不太懂，瞎监督，瞎质

疑，都不在点子上。我们还想做监督普及意识

的工作。

问： 李连杰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很多做

壹基金的困难，你没有顾虑吗？

答：不是顾虑的问题，我已经做了7年了，

切切实实感受到压力了， 这是非常专业的职

业，会计报表都看不明白，确实有问题的。我

要做的方式，就是让专业人士介入，公示我的

财务报表都是普华和第三方审过的， 起码有

三道关口来盯着。

要保证这个机构不出大问题， 最简单的

方法就是透明。我明白会面临什么，挨骂估计

比前半生加起来还多，我们要做到问心无愧，

不能好心办坏事，顺便提高现代慈善理念。大

家都在进步，政府愿意冒这个风险，批我们一

个试点， 如果第一个做砸了， 人家就不好批

了。所以我压力也很大。

问：一些突发灾难，也是你们救助的范围吗？

答：理论上讲第一次我们是不能参与的，

不是财力的问题，而是经验。基金会有分工，

有时你帮不了忙还添乱， 我看过土耳其的基

金会参加救灾的，它展示的武器非常吓人，配

套也很完备， 不能所有的基金会都去抗震救

灾，3个帮忙，50个添乱，那是不行的，我们就

做三块，抗震救灾我们有事儿干，如果摧毁了

乡村小学，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据《北京青年报》

有理想很容易，在路上不容易

小崔这次叫“永源”

崔永元任法定代表人的永源公益基金会成立，画家韩美林捐作品慈善拍卖

多地突破42℃持续高温 成都却迎来久违的大雨

各位明星，欢迎来成都避暑

� � � �当不少人宅在打足冷气的室

内看电视剧时， 荧屏上的演员们

却已顶着高温在横店赶拍下一部

戏了。天再热，戏照拍，穿着厚戏

服、没空调、遭暴晒，还要耍刀弄

枪、吊威亚、演哭戏……而昨日立

秋，江浙沪一带高温不断，成都却

迎来了久违的大雨，网友感叹，欢

迎各路剧组人马来成都避暑。

� � � �昨日是立秋， 可是在南方很

多城市， 尤其是上海杭州宁波一

带，高温依旧肆虐。央视气象主持

人宋英杰在微博上写道：“立秋

日， 浙江的气温依然秉承着更快

更高更强的宗旨。 著名高温年

2003年由丽水 （2003年7月31

日）创造的并保持了10年之久的

浙江极端最高气温纪录43.2℃，

被奉化以43.5℃轻松打破。“高

温锦标赛”依然在进行……

萧敬腾官网被黑 “杭州人民需要你”

昨晚网站恢复正常 经纪公司当做网友恶作剧

>

>

高温“星”情

防暑有招

冯绍峰否认置办婚房

逛街为倪妮买生日礼物

昨日，冯绍峰、林依晨、陈晓东、翟天

临、魏千翔五大主角齐聚杭城，为浙江卫

视《兰陵王》开播呐喊助威。昨日在现场，

主演冯绍峰一反以往大方面对感情的状

态，一提感情就“跑题”，还否认了此前被

拍到在楼盘看房， 疑似置办婚房的传闻。

但在现场，他还是被“逼”承诺给女友倪

妮买生日礼物，“待会儿发布会结束我就

去街上逛逛。”

近日， 有传言称参加北京看房团的人

无意间拍到冯绍峰。照片上，一个白色衬衫

的男子背影极似冯绍峰，据悉，那个楼盘开

盘价不菲，最低价都要1000万。虽然不见倪

妮的身影， 但网友猜测这是冯绍峰买给倪

妮的婚房。昨日，冯绍峰对此也做了否认，

“我看了照片，白衬衫穿西装，那是我吗？”

成都商报记者 曾灵

网友为求雨

黑萧敬腾经纪公司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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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汉贤后卫子夫》中，王珞丹出演女一

号，每天裹上三层刺绣汉服，顶着好几斤重

的假发做那个苦命的皇后。 心疼得粉丝团

改称“娘娘”为“凉凉”，千呼万唤想为偶像

召唤一阵凉意

不知是哪个剧组想出了这么 “二”的

主意，奈何横店还是艳阳高照

横店最受欢迎的家用电器移

动空调，就靠出租这个，商

家也赚了不少吧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潘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