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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胡景参加选秀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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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 有媒体拍到汤唯与

一位"小胡子#帅哥出入酒店!随后"小胡子$被

查出是广告公司总监胡景
4

之前传闻叫%胡谨$

后经证实是"胡景$

5

!地下情遭曝光&记者与一

位曾与胡景共事的广告界知情人士取得联系!

揭秘汤唯地下男友的真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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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拍到汤唯在助理陪同下!与一

位"小胡子$男进入酒店!其间汤唯与"小胡子$

甜蜜对视!小胡子更为汤唯背贴身背包!关系

呼之欲出& 紧接着有媒体爆料!这位"小胡子$

名叫胡景!是一家
13

广告公司的总监!两人

交往已经有一段时间& 新闻曝光后!汤唯与胡

景都十分低调! 胡景在面对媒体的电话求证

时!他只承认照片中确是自己!以"在机房剪片

子$为由匆匆挂断电话& 而记者尝试致电汤唯

方面!其经纪人的办公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

状态& 不过翻查胡景的微博!也不难发现蛛丝

马迹&早在去年
/)

月时!有朋友曾发微博问胡

景近期是否将赴香港看画展&随后便有另一位

朋友在微博下评论! 询问行程是否由汤唯安

排& 由此推断!胡景与汤唯至少在半年前就开

始交往!而且两人的恋人关系在朋友圈之间并

非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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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经多方打听!记者与一位曾在广告界

有人脉的知情人士取得联系!该知情人曾与胡

景供职于同一家公司& 经过知情人的确认!与

汤唯一同出入酒店的"小胡子$帅哥"应该就是

胡景$&

据悉! 胡景
/678

年
7

月出生于上海!比

/696

年
/8

月出生的汤唯小将近一岁!在北京

长大& 身高
/97,.

!外表帅气!曾在英国留学
:

年!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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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 !而恰巧

汤唯也曾在英国雷丁大学游学过一段时间!两

人的留学背景颇为相似&而胡景的性格也与许

多海归一样!为人开朗且爱好广泛!喜欢体育

运动'摄影'音乐创作及电影编导等!也喜欢与

朋友泡泡酒吧&此外!胡景还喜欢看文艺片!这

与汤唯%文艺片女王#的头衔又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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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外表帅气出众外!胡景在音乐上也颇

有天分! 知情人士透露胡景对音乐特别喜欢!

歌唱得不错!喜欢
FGH

'古典音乐'爵士多种

音乐风格!平时爱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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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和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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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胡景参加%超级男声#!获得全国
/8

强'长沙

赛区第三名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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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又再次挑战

%快乐男声#!在十强前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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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爱好唱歌和导演工作!不过最终胡景

没有成为一位歌手或者导演!而是在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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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广告界& 目前他任职于一家名为信诺传播顾

问
K

北京
5

有限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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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职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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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创意总监&进入广告行业

后!胡景依旧与不少圈内人尤其是音乐人保持

着密切联系!陈其刚独子'知名音乐制作人陈雨

黎!%中国好声音# 学员以及音乐人常石磊等都

是他的好朋友!可算是半个%娱乐圈人#&

知情人表示! 胡景在广告界小有名气!不

过充其量也只能算是高级白领!%按行内的薪

酬水平!他的年薪估计就
:8

万元左右!算不上

有钱人!更不是大富豪&#与身为国际大明星的

汤唯名气'收入相差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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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偶方面!胡景曾接受过媒体采访!透露

自己的择偶标准&他表示喜欢大眼睛或是长头

发!双眼皮或是翘睫毛的女孩!不过外表并不

是最重要("我心目中的女孩!善良就好!孝敬

父母!人有活泼的元素!活泼但不泼妇!不要无

理取闹&对于选择女友!内心的感受是第一位!

外貌排在第二位&$对于胡景与汤唯交往一事!

知情人表示自离开那家公司后!与胡景再无联

系!因此不知道传闻的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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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看了沙宝亮在 )星跳水

立方*里颇具专业范儿的一跳!很多人这才

留意到原来此君当年还是顶着%杂技演员出

身$ 名号出道的(

7

岁进北京艺校学杂技!还

靠着%顶坛子$的技巧得过国际金奖++

问!为什么会选择来参加!星跳水立方"呢#

沙宝亮!我喜欢玩水!我特别喜欢游泳!

平时也划水!玩水多有意思啊!跟水有关的

我都特别喜欢& 当时找到我的时候我就觉得

很好玩!而且还可以健身&

问! 你在节目中专业的表现拉高了整档

节目的专业性$这跟你小时候学杂技的经历

有关吗#

沙宝亮!当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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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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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点占便宜!我

从小练过!有功底!身体协调性都比较强!跟

没有功底的比!他们会吃亏一些&

问!好像学杂技的时候受了一次重伤$怎

么会受伤呢#

沙宝亮!我身上伤很多的& 有一次!从两

个人肩上翻一个后空翻!过来的时候把脚踝

骨摔断了& 还有!我的腰椎还错过位!那也是

在做很危险的动作时候失误了!没有拽紧保

险带!然后就摔下来!错位了& 到现在这些伤

还是会有影响!天阴下雨的时候都会疼&

问!从杂技到去唱歌这个转型有点大啊$

当时是怎么就决定了#

沙宝亮!练了十年杂技!后来觉得这个职

业不是我一生所追求的职业!但是毕竟付出

了十年的努力!当我放弃的那一刹那还是比

较焦虑的& 我发现音乐更能让我兴奋'更开

心!我很喜欢做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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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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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感谢老

天爷给了我这个天分!让我对音乐很有悟性!

很快地上手!那时候觉得自己可以创造音乐

了!就一下子迷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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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宝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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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由刘恒编剧的中国首部

虐恋悬疑大片)杀戒*日前已制作完成!即将

于今年
:

月上映!该片男主角由刘烨出演!女

主角则由新晋谋女郎倪妮担纲&

说起倪妮与)杀戒*的结缘!还有很多偶

然性和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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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0

月!倪妮凭借在)金陵

十三钗*里对于玉墨的塑造!一举拿下了亚洲

电影最佳新人奖& 巧合的是)杀戒*和)金陵

十三钗*都是出自金牌编剧刘恒之手!而男主

演刘烨也曾在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里

有过演出& 在说到选择)杀戒*的理由时!倪

妮说(")金陵十三钗* 中我的角色就非常丰

满!这次在)杀戒*中!刘恒依旧给女主人公很

多笔墨!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戏路与)金陵十

三钗*转变很大!是一个我渴望突破与挑战的

角色&$倪妮还透露!张艺谋导演也看过剧本!

"觉得很不错!他要我好好努力$&

)杀戒*成就了倪妮与刘烨的首次合作!

对于倪妮这个搭档! 刘烨表示!"她平时讲话

时落落大方!也很知性&但在演戏时特别有爆

发力!尤其是在影片中法庭上的一场戏!那个

气势完全不逊色任何男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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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1

月
/0

日! 第
02

届香港

电影金像奖颁奖礼将在香港文化中心隆重举

行!电影网将同步视频直播颁奖盛况!并配合

同声传译!为观众毫无遗漏地捕捉颁奖礼上的

所有动态! 电影频道
PPQR*

将于当晚
28S:8

分延时播出颁奖典礼!第一时间为电视观众呈

现这场一年一度的电影盛会&

凭借)听风者*和)大魔术师*两部影片占

据了两个最佳女主角提名位置的周迅成为一

大焦点! 她同时也是
:

位提名者中唯一拿过

金像奖影后桂冠的人& 郑秀文此次也被认为

最有可能获得影后头衔!在)高海拔之恋
!

*

中! 她把一个苦等丈夫的小女子情怀演绎得

很到位!也很感人&

影帝方面!除了杜汶泽之外!梁朝伟'梁

家辉'张家辉'刘青云
1

人都曾经摘得过影帝

桂冠!因此不少人推测!此次凭借)低俗喜剧*

入围的杜汶泽颇具黑马潜质! 他在该片中的

表演张弛有度!够冷够幽默!饰演这类角色一

向是他的拿手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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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被誉为"最被低估

的神话作家$ 阿菩推出新作 )桃花源里的魔

头*!这是一部基于陶渊明传世之作)桃花源

记*的奇幻小说!围绕"为什么陶渊明笔下的

世外桃源最后不知所踪$创作而成&该书的作

者阿菩是史学硕士!也是一名大学老师!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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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推出)山海经密码*系列&

)桃花源里的魔头*和)藏地密码*')盗墓

笔记*')鲁班的诅咒*一样!属于"文化探险

类小说$& 近几年这类小说越来越热!已成为

出版界的突出现象& )鲁班的诅咒*累计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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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册,)藏地密码*聚焦神秘的西藏文化!

累计销量
:88

多万册,)盗墓笔记* 关注盗墓

文化!累积销量更是突破
/888

万册&此次!最

新出版的)桃花源里的魔头*!从陶渊明笔下

的世外桃源出发!还原了一段湮灭千年的传

奇故事& 和其他文化探险类书籍一样!该书

一经上市!立刻登上各大畅销书排行榜& 甚

至有网友惊呼(%四大文化探险奇书终于出

全了- 中国的文化地图终于完整了- 可以带

着这些书上路探险了- $

这类书之所以走红! 该书责编朱莹莹认

为!文化探险小说从文化母体取材!像西藏'

盗墓'桃花源本身就有足够的卖点!加之这

类型的小说比武侠多几分想象力!比纯文学

多几分故事情节! 比言情多几分惊悚和悬

念!比一般网络小说多几分知识含量!集娱

乐性与知识性一体!又与这几年的探险热吻

合!并且有固定的读者群!%不红都难$&

阿菩曾于
2888

年到
28/8

年!在广州漂了

十年!%年届三十!除了备份硬盘中那上千万字

的文稿之外一无所有! 在
2887

年我一度得了

抑郁症& $阿菩说!直到
28/8

年!有一次回老家

揭阳!当看见家乡的地标性建筑时!陶渊明的

一句吟哦猛然窜入脑海(%归去来兮- 田园将

芜!胡不归. $自此!他果断辞职回老家!在当地

大专学院谋了份差事!空闲时!喝茶!写小说!

读古诗!过上了现代式隐逸生活!%让我想起了

备份硬盘中那个关于归隐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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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里的魔头#宣传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