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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 黄晓明工作室和范

冰冰工作室相继发出 "招工令#! 自然吸引一

大批粉丝前赴后继应聘! 但前提是!想要在明

星身边工作!没有两把刷子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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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计划换工作的同学往这边看 $

不管你是 %明粉& 还是 %明黑&! 如果你的

热情可以感染人! 如果你不怕比杜甫还忙!

欢迎加入我们团队 $ 这里有成长的机会 !

展示的舞台 ! 更有梦 $ 本次公司扩容招聘

有执行经纪' 艺人助理' 宣传' 商务开发'

文学策划等岗位$( 黄晓明工作室面向全社

会招贤的信息在微博上一经发布 ! 已经被

转发了
)

万多次$ 工作室负责人黄斌对记者介

绍说!目前已有
3

万多人来投简历$ )各色人等都

有!包括粉丝$

而去年范冰冰工作室也曾面向社会进行

过招聘$ 其要求是!)首先!我们需要你善良能

关爱别人!热情能感染别人!需要你有相关行

业尤其是媒体的从业经验!需要你有英语或者

其他语言的优势! 需要你有好的文字和创造

力!需要你不怕工作起来比杜甫还忙**(

)我们没有超过行业标准的待遇! 也没

有很轻松的工作环境! 我们有的只是家人一

样的包容和严厉**( 同样吸引了一大批粉

丝投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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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很多人都想着能看明星!看偶像$

但实际上真不是这样的$(范冰冰工作室的工作

人员对记者透露! 工作室招聘! 当时收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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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份简历$ )社会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当时

我们筛选出了
05

多位面试! 最后留下了一个$

在外界看来!明星工作室确实很具诱惑力!但他

们所看的光环只是艺人和他们的作品!而我们

所要做的则是服务!有点类似于服务行业!不光

是为艺人服务!还有其他很多$所以工作强度非

常大$ (

最有力的一个例子是!有一年范爷遭遇恶

意黑水攻击!工作室人员凌晨
6

点就爬起来开

会!收集证据!整理文件!第二天早上
*

点!辟

谣帖就已出炉$

黄晓明工作室的黄斌也说!由于这次招聘

岗位涉及很多! 包括执行经纪' 艺人助理'宣

传'商务开发'文学策划等岗位!每个岗位的工

作强度绝不轻松!)很多时候需要在最短的时

间内做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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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是否很难呢+ 黄斌坦言!由于黄晓明

工作室今年将开发多个项目! 所以对人才的

需求量很大$ )我们会拿世界
755

强的考题

来对各个岗位进行考试$ 也会在现场设计一

些小细节! 看对方的现场反应$ 说白了! 干

我们这行的基本都是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的$

大家朝夕相处自然要看气场合不合适! 沟通

能力强不强$(

至于范冰冰的工作室的招聘! 则需要有专

业的外语能力! 因为范爷常常有国外工作的机

会$ )通过考试的孩子我们会进行一次面试$

面试的内容就是跟他聊天! 了解他们的想法!

他是否了解这个行业! 人品怎么样+ 看他是否

活泼等等$ 此外也会涉及一些危机公关的案例

给他做! 这个主要是考现场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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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天涯论坛上也曾爆料许多大小明星

工作室的薪资待遇! 但之后却被质疑其真假$

其实据记者了解!明星工作室的一般工作人员

工资的确不高!一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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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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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之间!这

和许多人的预期相差甚远$ 但像范冰冰'黄晓

明'陈坤这些明星对员工还是很大方的!除基

本工资外! 在过年过节都有各种员工福利!包

括出国旅游'惊喜大奖之类$

对于工作室的薪酬!范冰冰工作室的工作

人员也强调!这个行业的工资确实不像外界想

的那么高$)但是会根据应聘者的能力来决定$

先试用三个月!之后和其他正式员工享受同样

福利$ (不过!黄晓明工作室则表示!今年将开

启这个行业的最高工资$ )这样能吸引更多的

人才来加盟!不过既然是最高的薪酬!自然也

要配备严厉的淘汰考核机制$ 总的来说!这跟

个人能力和水平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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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0

月
(*

日! 网络有传赵

本山生病住院的消息! 有记者致电本山传媒

艺术总监刘双平! 他表示赵本山目前身体状

况良好!网上是假消息$网络消息所配的图则

是
4558

年赵本山入院的图片$

0

月
(*

日
(9

时
4*

分! 网上出现一则消

息说-)赵本山
(7

日在北京参加完政协会议!

在回到酒店卧室时!突发%脑血栓&!住进北京

医院! 本山弟子连夜从沈阳坐飞往北京的班

机!据主任医师张德华介绍!本山是由于身体

劳累!压力过大累坏了身体!暂时赵本山病情

稳定!不会有什么情况!建议本山在京留院观

察几天$ (同时!还配有一张赵本山在医院的

照片$

记者立刻就此消息致电本山传媒艺术总

监刘双平!他表示赵本山目前身体状况良好!网

上是假消息!该传闻中所配图片为赵本山
4558

年生病入上海医院时治疗的图片$因此!照片都

是移花接木的$ !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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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酝酿了一年的歌剧.燕子

之歌/!

0

月
(*

日晚由上海歌剧院搬上文化广

场的舞台$

8*

岁的周小燕教授亲临现场!与近

4555

名观众一起欣赏了这部以她为原型的原

创作品$ 演出结束后!她在演员们的邀请下走

上舞台!对着观众说-)今晚我只讲两句话!第

一句是感谢!第二句!我是幸运的$ #

.燕子之歌 / 由周小燕的两位学生魏

松和韩适创意! 剧本根据周小燕艺术人生

的几个片段写成! 由上海作曲家奚其明谱

曲! 方红林执导$ 临时受邀创作歌词的甘

世佳! 担任指挥的张诚杰及周小燕的扮演

者刘恋 ' 吴睿睿 ' 张慧勇等一批年轻人 !

在创作和排演过程中脱颖而出! 受到观众

的好评 $ 在
(*

日晚的演出中 ! 扮演中年

和老年周小燕的上海音乐学院青年教师刘

恋! 分别在序幕' 第一幕和第三' 第四幕

以及尾声中出场! 尽管唱段分量很重 ! 但

无论是表演还是身段' 表情! 她都能恰如

其分地根据周小燕不同年龄时期的性情特

点和环境变化! 传递歌剧主角内心色彩丰

富的 )正能量#$ !杨建国"

赵本山

周小燕
!

刘恋饰
"

与丈夫张骏祥
!

张英席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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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日前!记者了解到!今年

将有三部以.封神演义/为原型的电视剧投

入拍摄! 分别是
65

集央视版的 .封神/'

75

集上海新文化传媒版的.新封神榜/以及
*5

集华策影视版的.封神传/$ 消息传出!网友

不淡定了!尤其是集美艳'魅惑'毒辣于一身

的苏妲己究竟将由谁出演!成了热议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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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封神榜# 的翻拍频率较四大名著等

低得多! 但还是有不少 )封神榜# 的版本被观

众熟知! 苏妲己更被贴上了美艳' 魅惑' 毒辣

的标签$

在以往的剧集中 !

85

版 .封神榜 /中傅

艺伟饰演的苏妲己成为了观众心目中难以

超越的经典$ 而
455(:;<

版.封神榜/中扮

演苏妲己的温碧霞也是公认的大美人 !但

由于表现得较为冷艳! 魅惑劲儿就相对较

低 !不过她确实是这个版本 .封神榜 /中的

最大牌$而后内地也分别在
455*

年至
4558

年拍摄了 .封神榜之凤鸣岐山 /和 .封神榜

之武王伐纣/!分别由范冰冰和林心如饰演

苏妲己$在美艳上她们绝对达标!魅惑上林

心如则略逊范冰冰一筹!而在毒辣上!两人

总觉得少了几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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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策版片方宣传负责人胡芳表示-)

6

月

份开始建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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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应该可以和观

众见面$演员方面在谈!但大都还未签约$#而

上海版目前敲定了会由香港著名导演唐季礼

担任制片人!至于演员方面!片方负责人李先

生说-)我们考虑了很多优秀演员!如-吴秀

波'张嘉译'韩庚'杨幂'陈建斌等都有可能

会加盟!目前我们在和他们谈档期等具体细

节$ #随后记者联系到杨幂的宣传人员西西!

她表示-)我倒是没听说这事!也没接到有关

于%封神榜&的邀约$ 杨幂今年的档期已经排

到下半年了!在已经定好的工作计划中没有

相关工作$ #而对于是否有可能合作!她说-

)剧本'时间'档期等都要具体来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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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三个新版)封神榜#还未定下演员!网

友还是对苏妲己的演员人选进行了)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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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榜理由!绝色大美人倾国倾城

范冰冰一直是娱乐圈中公认的大美女!

作为一个直接导致商朝亡国的女人!美艳到

极致自然是首要条件$ 另外性感魅惑的特

点!范冰冰也相当符合!很多网友都表示范

冰冰这长相真的是无可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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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榜理由!"甄#演狐狸精不在话下

苏妲己先清纯后妩媚再狠毒的特点! 同样

存在于孙俪饰演的甄身上$ 甄因为要在深

宫生存开始耍心机! 苏妲己则因为狐妖附身变

坏$ 孙俪演起苏妲己这个角色! 应该是不在话

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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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榜理由!曾演过狐狸精$透着魅惑气

由于在.画皮/中的出色表演!新一代狐狸

精早已由周迅代言!无论是亦正亦邪的眼神'妩

媚扭捏的神态!还是浑身散发出的妖气!周迅来

演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已成为国际一线

影星的周迅还会再拍电视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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