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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这是一部青春时尚! 寻找

真爱与自我的"欲望都市#$这是一部直面"后

校园时代#!披挂"熟女外衣#的都市偶像剧%

1

月
4*

日下午$电视剧&待嫁十年'在深圳举办

开机仪式暨新闻发布会%主演吴卓羲!江若琳!

王晓晨等一众俊男靓女悉数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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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待嫁十年'讲述的是

一群年轻女孩$从
55

岁离校之日起到
05

岁的

"剩女#$历经爱情的空窗!事业的竞争!理想的

迷茫!生活的压力等现实问题$最终在"后校园

时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角色$完成青涩

懵懂到成熟知性的全面蜕变% 电视剧&待嫁十

年'是一部女生戏$导演邀请到了
678

金牌监

制!前香港无线电视剧集监制刘仕裕$现场刘

仕裕坦言这部戏剧情跌宕起伏!有着让人激情

澎湃的青春情怀$"剧本还没看完我就决定接

下这个戏$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他坦言剧组的

俊男靓女试妆之后比他想象得还要精彩养眼$

"我们有信心将&待嫁十年'打造成中国版的

&欲望都市'$同时观众也将看到韩剧般的精良

制作和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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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剧&待嫁十年'中$吴卓羲饰演的男

主角刘建国是女一号易亦秋的前男友%吴卓羲

在剧中塑造的是典型的"高富帅#$在背后默默

关注着前女友的一举一动$ 多次出手相助$却

不留痕迹%这是个相当讨喜的偶像剧男一号形

象$默默守候的深情角色让人联想到陈柏霖之

前在&我可能不会爱你'中塑造的李大仁%

吴卓羲坦言刘建国的"大男子主义#跟自

己比较像$"在生活中$家里有什么大事也都是

我做主#$那么小事会听女朋友的吗(吴卓羲居

然笑道)"我还是先问问我妈嘛#%作为
678

当

家小生之一$吴卓羲片约不断$戏一部接一部

地拍$ 可大家看到的吴卓羲的新闻却始终与

"旧爱张馨予#"新欢莫小棋#"介入邱泽和唐嫣

感情#等绯闻连在一起$对此他也渐渐从无奈

改为淡定$"那些都是杂志在乱写$ 我也没办

法$我都一直在拍戏% 至于那些绯闻我也无法

每天去在意$所以选择好好开工拍戏$不理会

那些#%最近明星们都在"跳水#$很多香港明星

也加入了跳水真人秀节目的行列$在电视屏幕

前上演惊险一幕$吴卓羲表示自己也看了有关

跳水的电视节目$不过自己却不敢尝试$"我恐

高$而且没有专业的技术不敢去尝试% 即使有

提前的培训也不敢$ 我看到他们都好勇敢$好

多人大腿都撞青了$我想我暂时不会尝试去跳

水$我怕出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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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香港新人江若琳近几年迅速蹿

红$日前凭电影&高举*爱'她还入围提名第
05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尽管最近

惜败于"前辈#杨千?$但依旧获得圈内外一致

好评$但她却相当谦虚低调$现场她坦言这次

提名对她来说是个大大的惊喜$"我得知这个

消息时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 而且同时提名

还有杨千?! 周迅这些我非常喜欢的大明星$

虽然没有获奖$但提名对我来说已经是赢了好

多$我觉得我真的大赚了+#金像奖之后是否片

约和身价都倍涨呢(她笑言没想那么多$"我还

是个新人$资历还很浅$我只希望多些机会$导

演们多找我拍拍戏$我就满足了#%

在 &待嫁十年' 中$ 江若琳饰演女二号

秦也$ 外表冷淡! 内心狂热的厦门女孩% 江

若琳坦言这个角色和自己出奇的像$ "我看

到剧本非常惊讶) 编剧是算命的吧( 跟我太

像了% 我也是厦门人$ 跟秦也是 ,同乡-$ 此

外性格也很相像$ 爽直而且外冷内热% 其实

别看我外表柔弱$ 其实真实的我就是个穿着

女孩衣服的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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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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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卓羲和江若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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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我是歌手'!金像奖!音

乐风云榜! 跳水综艺等一连三天的电视综艺

盛宴$已经让观众招架不住$近日央视一套舞

蹈励志类节目 &舞出我人生' 在黄金时段首

播$再次遭到了观众的强烈吐槽%节目融合了

太多之前大热的综艺节目元素$ 而且参与人

员过多$观众不知道是看唱歌!看跳舞$还是

看故事%

在&舞出我人生'首期节目中$云集了一

个梦想大使周立波.两个主持人李咏!王冠.

三个评委杨丽萍!黄豆豆!方俊.十几个好声

音学员平安!金池等以及撒贝宁!刘璇!容祖

儿等二十几个明星$还有一群草根舞者%这样

的配置$集合在短短一期两个小时的节目中$

实在显得过于拥挤%节目播出之后$就有网友

在微博吐槽节目想做的太多了$ 结果却是太

过$"太满了$我都不知道看什么好%#网友"小

89:

#说)"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其实想看的

还是追梦者和助梦者合作的那支舞$ 有时候

元素太多了$反而会影响本身的观赏% #

随后记者联系到节目导演组$ 对于网友

的反馈$ 对方表示已经看到)"网友们的评价

我们一直在关注$因为&舞出我人生'是个本

土原创的节目$并没有先例让我们去参考%对

于节目的制作和呈现$我们还在持续摸索中$

很感谢各方的建议和批评$ 我们也希望能听

到更多不同的声音来帮助我们成长% 相信之

后的节目呈现一定会越来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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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由台湾偶像剧教父刘俊

杰指导$陈彦妃!张睿家!魏千翔!曾之乔!杨

蓉等主演的电视剧&爱的创可贴'日前正在江

苏卫视热播中%这部号称"国内首部为单身男

女定制的治愈系爱情偶像剧# 刚一开播就以

其"小清新#的风格打动了不少观众%不过$有

趣的是$江苏卫视为了让"纯爱剧更纯粹#居

然悄悄剪掉了几个吻戏的镜头%

电视剧&爱的创口贴'讲述了平民女孩钟

可可/陈彦妃饰0与孤傲王子唐少磊/张睿家

饰0从乌龙百出的相遇$到经历争吵和甜蜜的

恋爱$最终走到一起的故事% 记者
1

月
4*

日

得知$江苏卫视为了将纯爱进行到底$竟然对

剧中的几场吻戏动了剪刀$据了解$其中有少

茵和一凡之间表露真心的 "忠犬男之吻#$为

了表现
2

年前少磊性格的"初恋之吻#$也有

2

年后冷酷唐少磊的"痛心之吻#$更有小粉

红桥段的"偷袭吻#和剧情终点的"你是我的

之吻#% 剩余的
;

大吻戏全部删除$很多情绪

的叠加将不能表现$ 剧情上是否能够完好地

衔接起来也成了一个疑问% 江苏卫视给出的

理由也很简单111为让"纯治愈系偶像剧#名

副其实%

对此$ 该剧的导演刘俊杰在接受采访时

十分痛心地表示"纯爱也要有爱$吻戏删光有

必要吗( # 刘俊杰曾经创作出 &薰衣草'!

&王子变青蛙'! &爱情魔发师' 等经典作

品% 他表示了自己的不满$ "在吻虐仇泛滥

到不行的电视剧市场上$ 我们这
;

场吻戏已

经是精简到不能精简$ 为什么连这些都要剪

掉呢( 难道纯爱剧就不能有吻戏吗(# 而主

演们也纷纷站在导演这边$ 男主角张睿家则

说) "我们拒绝狗血$ 但是吻戏并不狗血$

纯爱剧并不是单纯剧$ 有情节的吻戏是给纯

爱剧加分$ 有吻戏就不纯爱$ 那是错误的观

念$ 希望电视台能够,刀下留情-+对此$江苏

卫视方面尚未给出答复%

!

张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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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妃和张睿家在拍吻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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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日前$备受关注的&我是

歌手'终于落下帷幕$&我是歌手'的成功让林

志炫!黄绮珊!黄贯中!陈明等乐坛"老将#迎

来演艺"第二春#$人气和身价一夜暴涨$为此

还掀起了一波歌手"复出高潮#%

据知情人微博透露$继"乐坛一姐#田震

宣布复出之后$曾于上世纪
<=

年代风靡大江

南北的"金童玉女#毛宁与杨钰莹也将有望重

组再战歌坛$两人将以组合形式加盟安徽卫

视大型"歌手比拼#音乐节目&我为歌狂'$并

与其他来自乐坛不同时期和领域的
0>

多位

歌手进行"音乐对决#$这也是自
4<<2

年因杨

钰莹淡出乐坛而解散"金童玉女#之后的首度

"重组#%

在上世纪
<>

年代中国内地乐坛正步入

"流行偶像#时代$也是内地流行乐坛最辉煌

的时期$当时诞生了像田震!那英!毛阿敏!毛

宁!杨钰莹!孙悦等一批人气偶像歌手$而且

还创造出无数经典华语金曲% 其中毛宁与杨

钰莹经纪公司为其打造"金童玉女#可谓是红

极一时$这也是中国内地歌坛至今为止$打造

最成功的"金童玉女#组合$当时两人的唱片

销量均突破百万%

对于"金童玉女#将重组的消息$记者也

与&我为歌狂'节目取得联系$该节目负责人

表示)"目前毛宁已经确定加盟并出席节目发

布会$而杨钰莹虽还未最终签约$但有毛宁私

下游说$ 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我们将全力以

赴$不惜一切代价促成% #

!

连晚
"

毛宁与杨钰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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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据台湾媒体报道 $

?;

岁

知名作词人李坤城被传恋上朋友仅
4;

岁的

女儿林靖恩$虽有林爸爸阻碍$但两人仍大方

表示欲"互许终身#% 李坤城受访时表示)"林

靖恩的爸爸已经口头答应我们结婚$

0

天内

会签好同意书$希望一切按照习俗规定走% #

李坤城曾有过一段婚姻$并育有两子$长

子现年
0;

岁$任职于电子公司.另一子则在

<

年前意外身亡%

据了解$林靖恩虽然年仅
4;

岁$但貌似

思想成熟$为了跟李坤城结婚$她不惜跟老爸

闹翻$曾写下)"半夜$我将家里计算机主机砸

掉$十八岁前的自由民主$战争开始%#李坤城

受访则坦承)"林靖恩是好友的女儿$ 我们已

认识
?

年$$ 因一起去看电影 &悲惨世界'结

缘$这两个月才开始密集交往%#据他透露$家

人和好友对于两人恋爱的态度开明$"家人都

认为这是我自己的事$大家都是独立的人$他

们没有意见% #而对于结婚$周边好友都持保

守态度%而两人相差
1>

岁的"爷孙恋#在网络

引发热烈讨论%有网友表示"拜托$未成年啊$

再也不相信爱情了+#"真是重口味$哥们儿变

成了翁婿$叔叔变成了老公$这个乱哪+ #

之前两人选择在一起却碍于林父反对$

不过$最新消息是$"女友的爸爸已经口头答应

我们结婚$

0

天内会签好同意书$ 希望一切按

照习俗规定走%#至于婚后是否会要孩子$他笑

说)"我没有任何意见$全力配合% #

!

张楠
"

李坤城与林靖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