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在乎他人的看法， 是王菲一贯的做派，就

在锋菲复合的消息让大家都为之兴奋的时候，王

菲却和友人在一起聚会，表情十分喜悦，丝毫没

有受到外界看法的影响。

而有好事的网友翻出了王菲最近的一次访

谈，在和记者的聊天中，王菲说自己喜爱的城市

是北京，而这一次锋菲复合也是在北京的寓所被

发现的。网友发出这篇采访称：原来是在一个地

方遇见了对的人，这个地方也就对了。

记者：

很高兴看到你最近几次在公开场合重

新亮相，看上去状态颇佳，你把这看成是工作还

是更像一种随性的参与？

王菲：

是工作， 随性的工作。

记者：

现下你追求一种淡然随意的生活，这

是否影响你的审美？在你眼里，什么是美？

王菲：

不做作的时候比较美。

记者：

你认为自己最与众不同的才华是什么？

王菲：

可能是对直觉的把握吧，有点天分。

记者：

现阶段你是否快乐？最近最开心的一

件事是什么？

王菲：

挺好的，没有什么特别过不去的事。

记者：

什么是你眼中的理想生活？

王菲：

理想的生活是，不被上一秒牵挂，不为

下一秒担忧。

记者：

最喜欢的城市是？最想住在哪里？

王菲：

北京。

记者：

在朋友中间你经常扮演什么角色？经

常是说了算的那一个吗？

王菲：

不一定吧。

记者：

从前和现在，你在意别人的评价吗？假

如有一天真的被遗忘了，你会介意吗？

王菲：

在意自己的评价多些。（如果被遗忘）

会介意一阵子吧。

据《

ELLE

世界时装之苑》

过去十几年，谢霆锋的名字总与两个

女人纠缠不清。一个是歌坛天后，一个是

影坛巨星。一个是曾经的挚爱，一个是离

婚的前妻。一个深藏在心中，一个与他生

了两个孩子。发生在他身上那些与爱情有

关的事，因为隔着时光，只能看个影影绰

绰，人们就更喜欢猜测与推定。结果像一

面哈哈镜，他越不愿主动讲述，流言越是

漫天飞舞，他自己越来越小，而旁人理解

的那个他对爱情的态度，却越来越大。

“你人生中有没有一件事，是你想要

推倒、抹杀，重新来过的？”“有，有一件

事，是感情上的。”谢霆锋说。

谢霆锋的经纪人霍汶希还记得，当年

谢霆锋有段时间突然整个人飞扬跳脱起

来，见到谁都是笑着的，眼角眉梢是压抑

不住的喜悦，少年心性展露无遗。

她问他，什么事这么开心。他笑而不

答。稍稍一激，他就忍不住说了，那段著名

的姐弟恋，正式开场。

“我当年听到这件事的第一反应就是

完了，以后有得麻烦了。”霍汶希回忆道。

但她没有阻止，只是嘱咐他，要低调。

怎么低调呢？ 他们爱得浓烈又炽热，

在金像奖后的庆功宴上正式牵手公开，文

了相同的文身， 一有时间就聚在一起，在

同一场晚会上不站在一起，也要隔着人群

含情脉脉对视半天。

2002年岁末，刘镇伟拍《天下无双》，

女主角是王菲。 有一辆车常常开到片场，

他一喊卡，王菲就头也不回地跑到那辆车

里去，车里坐着谢霆锋。

相似的情况不仅发生在《天下无双》

的片场，在北美拍《无限复活》时，女主角

张柏芝打电话，一会儿非常高兴，一会儿

失声痛哭。“后来我们发现，她打给谢霆锋

的时候，总是非常高兴的。打给陈晓东时

就不大高兴。”

有一场戏在露天茶座拍， 拍完后，张

柏芝忘记关掉身上的麦克风。她给谢霆锋

打电话，语调甜蜜，听得刘镇伟忍不住说，

“柏芝不要讲了，全世界都听到啦。”

某天晚上，刘镇伟对她说，“只要不伤害

别人， 你就应该去追随自己所爱的东西。不

管别人怎么想，你和陈晓东一起这么多年是

个责任。 但如果你不是真的爱一个人的时

候，你怎么能继续。”张柏芝立刻哭了起来。

几年后， 刘镇伟开拍电影 《情癫大

圣》，这次换了谢霆锋做男主角。当时，顶

包案已过，谢霆锋是单身状态，二女均不

在他身边。刘镇伟对谢霆锋说，“你是从地

狱回来的，应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你要去珍惜你生命中的东西。”

拍完《情癫大圣》，谢霆锋进《无极》

剧组，后来与张柏芝重修旧好。

之后的事情众所周知，两人2006年复合，

结婚，历经风波，生下两个孩子，2011年离婚。

谈及这段波折了近十年的关系，刘镇

伟说，“我相信谢霆锋要与张柏芝结婚，

一定是因为他爱她。 谢霆锋不可能和一

个自己不爱的人结婚。” 但他也说，“在

香港地区演艺圈， 大多数人都觉得离婚

是可以接受的，不是说希望他们离婚，而

是觉得离婚可能是件好事， 给他们彼此

都多一点空间。”

许多人诟病谢霆锋多次表白对妻子

的爱，却在最终分道扬镳。“你有没有说过

谎？”谢霆锋说，“有，哪个明星没有？但在

大事上，我从来不会说谎。有一些场合是

在记者会，一大堆摄像机围着你，都在喊，

这个那个，你只能侧着头听个大概。问题

听都听不明白。 但如果是两个人的采访，

我很看重的那种，我从来没有。”

“你当年真的爱柏芝吗？”

“如果我不爱她，为什么要和她结婚，

为什么要和她一连生两个孩子？生出来玩

吗？”

“你们离婚，在微博上，大家都在说

‘锋芝离婚，我们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可是我还相信爱情。我相信，我相信

到最后，总有那么一个人，愿意陪着我。”

据《南方人物周刊》

分手11年后

锋菲复合 追踪

经纪人陈家瑛否认王菲怀孕

王菲喜欢玩微博，和李亚鹏离婚的消息，就是

通过微博传递出来的。不过，对于锋菲恋的传言，

王菲并未在微博给予任何回应。对于锋菲11年后

复合，王菲的经纪人陈家瑛接受访问时表示：“我

很为她开心，觉得大家都单身多年，看开点啦，我

没有不开心。”对于有没有祝福王菲？她说：“我

好祝福她，希望她快乐，天天祝福她。”对于之前

知不知道锋菲复合？她则表示：“我都是看报纸才

知道。”对于有网友爆料王菲再度怀孕的消息，陈

家瑛表示：“哈哈哈！越传越多，他们喜欢传什么

就传，我不会讲。”记者再追问王菲是否怀孕？她

就大笑：“不是有BB。”

向太感叹：张柏芝母子好可怜

对于王菲和谢霆锋的恋情，很多网友表示支

持， 大呼祝他们幸福， 但也有反对的网友表示失

望， 还有粉丝表示感情之事冷暖自知。复

合消息传出以来，谢霆锋前妻张柏芝也成

为关注焦点，有粉丝认为张柏芝一人带二

子不易，发微博呼吁媒体为张柏芝母子三

人留足空间。昨日，向华强的太太陈岚也

更新微博感叹：“原本锋菲旧情复燃不关

我的事。但是，突然觉得张柏芝母子三人好可怜。”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最近一段时间，

张柏芝正在云南省温泉村录制江苏卫视的真人

秀《明星到我家》，这档节目中张柏芝和黄圣依、

秋瓷炫、李金铭等明星成为农家儿媳，体验农村

生活。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节目组获悉，张柏芝

肠胃不大好，到温泉村后有些水土不服，生病了，

“胃疼到站不起来才到医院检查， 夜里四点挂水

到早晨，接着9点钟继续开工。”导演组称，大家都

觉得张柏芝很敬业， 尽管锋菲恋的传言愈演愈

烈， 但导演组的工作人员都没去向她打听这件

事，“两人虽然离婚了，但还是怕她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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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菲复合 真爱可以有 怀孕真没有

王菲经纪人陈家瑛回应锋菲恋：我很为她开心，大家都单身多年 否认王菲怀孕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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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晚， 中央电视台原台长杨伟

光因病去世,享年79岁。

1991年到1999年，是央视老员工最怀

念的时光， 那时， 央视的掌门人正是杨伟

光。“那是央视最辉煌的岁月。” 央视前文

艺部主任邹友开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那时

《焦点访谈》被誉为“群众喉舌、政府镜

鉴”，《综艺大观》是亿万观众周末的保留

节目，《三国演义》《水浒传》《北京人在纽

约》等国产电视剧掀起惊人的收视狂潮。

白岩松、倪萍、郎永淳、水均益……现在

仍活跃在央视荧屏上的一大批名播音员、名

主持人，以及幕后的众多制片人、导演，都是

在杨伟光时代“出道”的。而最让大家庆幸

的是，杨伟光曾救下了王菲的《相约九八》，

让这首歌得以在春晚和观众见面。

杨伟光曾在接受采访时称，央视春晚

根本上的创新是导演制度改革，“1993年

之前，春晚的总导演是由央视有关领导指

定的。后来，为了鼓励大家的创新精神，打

破旧的模式，台里决定取消指定，对春晚

导演实行招标，文艺部和台里搞文艺的导

演都可以参加招标。招标的时候，部里的

领导、台里的领导都要去听、去讨论，以中

标的导演为主，把其他人的好点子都吸收

进去。”除此之外，杨伟光还首开先河，要

求春晚和每个演员签约、给演出费用。

央视前文艺部主任邹友开和杨伟光共

事多年， 作为曾负责过15届春晚的资深导

演，邹友开有些感慨地说，杨台在时，春晚是

最黄金的时期，那些年的春晚涌现了《相约

九八》《打扑克》《警察与小偷》《姐夫与小

舅子》《超生游击队》等让观众难忘的作品。

邹友开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杨台曾不

止一次谈到要创新春晚，比如央视创立春

节歌舞晚会、 春节戏曲晚会就是他提出

的，而邹友开最佩服杨伟光的就是魄力。

1998年春晚有一首流传度颇广的歌

曲《相约九八》，而这首歌差点被拿下。杨

伟光曾回忆， 有一天晚上那英给他打电

话，问为什么要把节目拿下。“我就去问了

这个事情， 他们告诉我过去有一台晚会，

想让王菲把歌词改了，王菲不改，然后还

不唱了，这次就要惩罚她。我说，这个节目

很好，还是该上。我们一定要有胸怀，人家

不愿意改也要尊重别人。《相约九八》这

么好的歌，那英跟王菲一起演出，形式多

好，为什么要因为过去的事拿下。”这样，

这首歌才得以和观众见面。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李白、陈子昂、杨升庵……自古以来，天府之国四川就不

缺少诗人。昨日，四川省诗词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蓉召开，

并选出了第一届理事会， 著名诗人腾伟明被推选为第一届理

事长， 刚刚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周啸天担任副理

事长，“今后将为协会诗人出诗集， 定期出会刊， 我们以诗会

友。”周啸天说。

昨日， 刚刚被推选为四川省诗词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

的著名诗人腾伟明称， 巴蜀大地自古人杰地灵， 产生过司马相

如、陈子昂、李白、三苏、杨升庵这样的大诗人，近代以来，又涌现

了如宋育仁、赵熙、杨锐这样的杰出诗人，可谓群星璀璨。腾伟明

说，一首《枫桥夜泊》让人认识了苏州，而作为诗歌大省的四川，

在诗词协会成立后，希望在各行各业中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不

拘一格降人才”，而且一定要说诗，一定要研究诗学，“创作出有

质量，能传世的好作品。”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2014年10月8日， 蜚声国际的著名作曲

家、 指挥家谭盾将在成都华侨城大剧院举办

“2014‘华侨城·东岸’之夜———谭盾·武侠三

部曲多媒体交响音乐会”，为成都高端音乐爱

好者呈现一场震撼的视听盛宴。

据悉， 由成都华侨城主办的此次音乐

会，是艺术大师谭盾时隔十年之后，再次回

到成都举办的首场也是唯一一场音乐会。谭

盾以创新而誉冠世界，被称作“东方的马可·

波罗”和中国的文化名片。其音乐博古通今、

贯穿中西，赢得了一座座格文美尔古典作曲

大奖、格莱美大奖等当今最具影响和众望的

音乐奖项，更是华语圈内唯一一位荣获奥斯

卡最佳原创音乐奖的艺术大师，被美国音乐协

会和纽约时报评为2003年度“最佳作曲家”与

“国际乐坛最重要的十位音乐家之一”。 作为

成都华侨城9周年“生活即艺术”的年度巨

献，这场城市级的音乐盛宴不管从硬件和软

件上来说都堪称奢侈。据了解，届时，音乐大

师谭盾将亲自指挥深圳交响乐团70余人现

场演奏， 并采用顶级设备同步播放李安、张

艺谋和冯小刚的电影多媒体画面，致力于为

现场1216名高端音乐爱好者呈现出蓉城最

舒服的视听体验。 (

谢礼恒

)

中央电视台原台长杨伟光因病去世

曾力保王菲《相约九八》上春晚

2014“华侨城·东岸”之夜———

谭盾武侠三部曲多媒体交响音乐会10月8日奏响蓉城

周啸天任四川省诗词协会副理事长

王菲与谢霆锋分手11

年后复合， 两人在王菲北

京公寓缠绵的亲密画面被

曝光后，震惊娱乐圈，圈内

艺人及网友纷纷给予祝福。

昨日，有媒体采访到王菲的

经纪人陈家瑛，对于王菲和

谢霆锋的再续前缘，陈家瑛

承认了“锋菲”复合，称“我

很为她开心”。

当年， 锋菲分手走向

各自的婚姻，而后两人先后

又离婚，关于二人的情感一

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成都

商报记者试图从近些年两

人的访谈中， 找出蛛丝马

迹，看看王菲谢霆锋在彼此

心目中的地位。

著名主持人评杨伟光

他是一个谋定而后行的人， 不是一个

随便这样那样的人。 当他做出一些判断的

时候，都经过认真的思考，他不是随意性很

强的人。他为人有亲和力，在亲和中又让你

感受到他的想法……主持人化和节目化就

是杨台的功绩。他是一个行动者，而不是一

个说很多的人。

———白岩松，中央电视

台著名节目主持人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开拓性的台长。

从我们主持人的角度来说，那时发挥的空间

是空前的。过去主持人还是比较多地处于一

种被动状态，就是念别人写的稿子，但是他

特别鼓励我们大家发挥。

———崔永元，

原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

杨伟光台长走了， 才79岁， 走得太早

了！杨台在任那些年，也是我主持生涯最忙

的年月，几乎所有重要晚会都是我在做。我

跟广院的孩子们反复说：“别走歪门邪道！

你努力成为将军队伍里最好的那个士兵，

上前线他肯定用你！”

———倪萍，中央电视

台著名节目主持人

王菲和友人聚会 面带喜色

和张柏芝离婚后

谢霆锋：总有那么一个人，愿意陪着我

我 还 相 信 爱

情。我相信，我

相信到最后，总

有那么一个人，

愿意陪着我。

王菲和友人

制图 帅灵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