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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

日 !有

消息称那英已经决定! 明年不再担

任 "好声音# 评委$

知情人士分析! 那英参加 %中

国好声音& 主要是因为好友刘欢!

而刘欢之前明确表示会退出 %中国

好声音&! 所以 %中国好声音& 第

二季那英退出的几率也比较大$

当日 ! 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

了那英的姐姐那辛和 %中国好声

音 & 的宣传总监 ! 对于此事 ! 那

辛表示 ! '这是假新闻 ! 纯属假

新闻$( 而 )好声音( 宣传总监陆

伟也表示 ! "没有听说过这 件

事$(

那英姐姐那辛! 这是假新闻

%中国好声音& 的巨大成功让

"好声音( 的第二季颇受瞩目! 而

导师的阵容可谓是最受众人关注的

焦点! 不但学员们的精彩演唱受大

家欢迎! 导师们的妙语点评对广大

观众也很有吸引力$ 面对第二季将

换导师的传言! "好声音( 节目组

官方一直表示第二季导师阵容必将

延续不变$

而继刘欢退出 %中国好声音&

导师阵容之后! 近日! 又有知情人

爆料 ! 那英也会跟随刘欢一同退

出$

针对这个问题! 记者联系到了

那英的姐姐兼经纪人那辛$

那辛一听说这事! 表现得很气

愤! "这是假新闻! 纯属造谣! 我

们要是退出就自己向大家公布了!

怎么会让他们说来说去$(

"好声音# 宣传总监! 没听说这事

对于那英退出 %中国好声音 &

一事! 记者随后又致电 %中国好声

音& 团队的宣传总监陆伟! 在听到

这个消息之后! 陆伟先是沉默了几

秒钟! 随后对记者说* )我们没听

说过那英要退出啊! 你是从哪里得

到的消息+ 是她亲口说的吗+( 在

了解到这是一条网络上爆料的消息

之后 ! 陆伟说 * )这个消息是假

的! 那英方面没有说过要退出! 我

们也没收到过这个消息! 从来没听

说过这件事,(

!

新娱
"

那英在 "好声音$ 现场对学员进行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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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在 %中国好声

音&导师台上收获了)

"#

郎(外号的

杨坤!将于
!$

月
"%

日唱响)

!&"$

(北

京演唱会$

!!

月
!"

日的发布会上!

他豪言此次 )不缺钱! 制作费无上

限(!更笑称明年要开
'(

场$ 而嘉宾

方面! 他透露会一场巡演请两三个

%好声音&学员同台!冯小刚等也将

捧场$ 说到同为导师的刘欢将退出

第二季! 杨坤则称自己也尚未确定

回归$

在 %好声音& 节目里 )预告 (

了一整季的杨坤
"$

场演唱会 ! 终

于要赶在
$%)$

的尾巴上演北京场$

说到
!$

月
"%

号的个唱! 杨坤豪气

地说 * )以前我开演唱会是游击

队! 除了唱歌! 导演- 音乐总监这

些都是我自己来 ! 而且我还得赔

钱 , 现在是正规军 ! 我们不缺钱

了! 制作费用无上限.( 他透露此

次找了很好的导演- 音乐总监及美

国乐手! 设备也是顶级! 将加入弦

乐编制 $ 随后 ! 杨坤更笑言明年

)可能开
'(

场$(

而演唱会主办方宣布 !

!$

日

开票后一天内 ! 票房收入已破百

万$

平安想当嘉宾也不让来

将%强迫$冯小刚上台

说到嘉宾人选!)坐拥(多名%好

声音& 学员的杨坤卖起了关子*)我

要请
"$

个嘉宾. (又笑称因为有太

多人要登台! 自己当晚在台上只会

唱五首歌$ 主办方还推上来一个包

含了好声音学员- 老师及杨坤朋友

冯小刚头像的转盘!虽然称是)杨坤

转到谁就请谁当嘉宾(!但杨坤第一

次转到平安之后! 连忙拒绝*)平安

想来我都不让他来! 我把他的歌唱

了!他没歌唱了$ (第二次转到冯小

刚! 这次杨坤笑开了*)冯导当天一

定会在$ (现场起哄*)不能光在啊!

得唱$ (杨坤承诺*)我尽量.

*

你怎么

让他开口唱啊
+

要求呗!强迫呗. (主

持人还想继续转! 杨坤连说*)别转

到那个台湾的
*

庾澄庆
+

就行!他太忙

了. (

很喜欢吴莫愁

将当金志文婚礼证婚人

说到这些学员! 杨坤还是改不

了当导师的认真$ 他透露今后会给

平安- 金志文等自己组的学员打造

,-

等音乐作品*)有了作品歌手才

能走得远$ (而金志文马上将在海南

举行婚礼!杨坤透露他不仅会参加!

还)应该(会当证婚人$

对于别组的学员! 杨坤也不吝

啬喜爱*)我很喜欢吴莫愁! 她有自

己的个性!如果能出来
*

发展得好
+

!

一定是新的流行歌手里最好的$ (

刘欢因太累退出&好声音'

杨坤!我年轻啊(我不累

此前%好声音&第一季的导师之

一刘欢宣布因身体原因退出第二

季$ 对此!杨坤也透露他还没有百分

之百确定会在第二季回归*)计划赶

不上变化!明年再说吧$ (对于刘欢

的决定!他也能理解!称一天连录
!$

个小时确实是很大的负担!但)我年

轻啊!我不累. (

!

周文韬
"

杨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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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傍晚!

知名博主长春国贸在腾讯微博爆料!姚

晨与摄影师男友曹郁将在本月
!.

日结

婚!记者第一时间连线博主!获悉两人

已于
'

月
(

日领证!并将于
))

月
).

日

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市完婚!姚晨本人已

经从上海飞抵新西兰!正在筹备婚礼$

%姚曹#被爆
#

月
$

日领证

本周内新西兰完婚

姚晨离婚后不久! 即被爆出与金

牌摄影师曹郁恋爱$

/

月
)'

日凌晨!曹

郁还别出心裁地在生日聚会上向姚晨

求婚$据知情人爆料!当时聚会只有亲

属和好友出席!姚晨被感动到流泪!并

答应了男友的求婚$此后!两人的婚期

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

当天傍晚! 知名博主长春国贸在

腾讯微博发布消息!称)

))

月
).

日姚

晨与曹郁大婚!此消息已得到证实
0

恭

喜
0

(随后记者连线博主!获悉两人已

于
'

月
(

日领证!

))

月
).

日将举办婚

礼!为了保持低调!两人的婚礼地点定

在海外///新西兰奥克兰市$ 另有一

种说法称! 姚晨与新西兰旅游局渊源

颇深$早在去年
/

月!姚晨便受邀成为

新西兰旅游局中国大陆地区的品牌形

象大使$ 所以此次姚晨选择在新西兰

结婚! 极有可能是收到了新西兰旅游

局的邀请$

至于婚期是否确为本周内!也有圈

内人士透露!姚晨与曹郁在八月的订婚

仪式上曾表示!将在年底举办!而选在

本月的
).

日!据传与新娘的

八字相和$

宣传没有否认婚期

称%有喜事不会瞒大家#

姚晨与曹郁拍摄电影

%爱出色& 期间相识并熟悉! 当时姚

晨担任该片女主角! 而曹郁则出任摄

影师$

$%))

年
"

月!姚晨首度承认恋

情!后来也亲口承认了男友曹郁的"名

分($

两人相恋以来十分低调! 很少同

时出现在公共场合! 但感情稳定$

/

月
)'

日凌晨! 姚晨在生日宴上答应

了男友求婚$

)%

月
$'

日! %三个未

婚妈妈& 在京举办首映式! 姚晨为其

助阵走上红毯$ 姚晨甜蜜透露* "我

已经订婚了! 就是还没领证$( 被问

及是否年内完婚! 她表示! "希望尽

快吧$(

姚晨的婚期一经爆出! 立刻引来

广大网友关注! 姚晨工作室宣传人员

称具体行程尚未确定* "我们还没有

得到正式的通知! 等确定了再通知媒

体$( 对方表示! "这是喜事! 不会瞒

着大家$ )小西*

姚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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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年! 琼瑶

的%梅花三弄&小说三部曲陪伴了

一代人的成长!马景涛-陈德容-岳

翎- 金铭等演员也都因此家喻户

晓!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红星$

))

月
)"

日下午! 金铭秀出 %梅花三

弄&演员们重聚的照片!马景涛-金

铭-岳跃利-罗钢共同举杯!庆祝老

友相见$

金铭在 %梅花烙& 中饰演童

年时期白吟霜! 罗钢则在 %水云

间 & 中饰演汪子旋
*

陈红饰演
+

的哥哥汪子默 $ 拍摄 %梅花烙 &

时只有
)"

岁的金铭如今长成大姑

娘! 她更微博感谢几位前辈陪自

己成长的日子$

%梅花三弄&是琼瑶小说三部

曲! 分别为 %梅花烙&-%鬼丈夫&-

%水云间&$三部小说均有同名的台

湾电视剧 $ 这三部电视剧于
1%

年代初在内地热播!影响了整整一

代人!当时掀起的收视热潮!堪称

万人空巷$ 陈德容-马景涛成为了

家喻户晓的影视剧明星$

!

新娱
"

马景涛陈德容主演&梅花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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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电

影%泰礮&在京举行发布会!徐峥-

王宝强-陶虹出席了活动$ 徐峥表

示!与王宝强在片中的合作可谓是

"基情四射($王宝强说!"我一开始

和徐峥在路上谈情说爱!然后黄渤

就加进来! 用一晚上就把我给睡

了$ (

徐峥王宝强"基情四射$

现场徐峥和王宝强重现了%泰

坦尼克号&杰克和露丝站在船头的

经典照片$ 谈到与王宝强的合作!

徐峥表示与王宝强在片中"基情四

射(!都快被剪成%春光乍泄&!让陶

虹都吃醋了$陶虹告诉媒体!"徐峥

从来没在片场给我过生日!但是他

给王宝强过生日$ (

陶虹和徐峥假戏真做

在%泰礮&中!徐峥和陶虹"假

戏真做(饰演一对夫妻!可是这对

夫妻并不像现实中那么恩爱美满!

而是一直为离婚冲突不断$徐峥表

示! 陶虹在片场不但倾力出演!还

成为了自己的智囊团!"我每写完

一稿剧本!都会先给陶虹看!让她

提一些意见$ (

陶红说!"徐峥在电影里就是

一个工作狂!为了事业完全忘记了

家庭的存在和生活的重要性!他正

是对这个有兴趣才会有这个剧

本$ (

出品人王长田强调!%泰礮&并

不输于任何大片!票房将成为同档

期电影的第一或者第二位$徐峥也

说!"我们不是贺岁档的黑马!我们

是有备而来!我们就是一部0牛
2

1

的喜剧片$ #

!

王玉年
"

徐峥和王宝强

!")#

年
))

月
)3

日 星期四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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