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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最近! 李亚鹏和其发

起的嫣然基金遭受媒体质疑" 李亚鹏于

近期接受了 #财经$ 记者采访! 做出回

应%

质疑! 为什么不按照周筱
!

的要求

做更多的信息公开&

李亚鹏! 第一 ! 从法律上来讲 ! 我

们没有公布更多的义务" 现在我们公布

的程度是符合国家要求的" 关于嫣然基

金! 它是专项基金! 不是独立法人! 中

国对非独立法人的专项基金的管理并没

有相关法规! 但是嫣然基金仍然在红基

会的要求下公布了年度审计报告 " 第

二! 我们有公布更多信息的意愿! 但是

这种环境下公布! 只是给周筱
!

更多的

误导公众的素材"

质疑! 嫣然基金近
3444

万元善款不

明!单例手术
5+5

万元&

李亚鹏!

3611

万元是用于嫣然医院

建设!周筱
!

无视这一事实" 唇腭裂治疗

并非嫣然天使基金的唯一项目!除去其他

项目的相关开支!单例手术成本平均未超

过
0344

元" 周晓
!

的计算方法 #简单粗

暴!误导公众$% 按照他的说法!

575

万元乘

以
8313

例手术等于
8+06

亿元! 嫣然天使

基金哪有这么多钱&

质疑! 嫣然医院与伊美尔集团之间存

在利益输送&

李亚鹏! 伊美尔集团董事长汪永安和

副董事长李斌从
144*

年嫣然基金成立开

始! 在救助医疗体系的构建上给予重要支

持%

14(4

年筹建嫣然医院时! 又出资
644

万元成为共同举办人%

质疑!为什么不与其他公立医院合作!

而要自建医院开展手术治疗! 导致总支出

高昂&

李亚鹏! 设立嫣然医院是公益机构自

我发展的需要% 中国新生儿中唇腭裂发病

率为
4+(9:

!每年约
679

万人!随着救助的

展开! 发现不可能帮助所有的患儿!#嫣然

天使基金于是将视野转向对'质(的追求$!

也就是在中国建立一个针对唇腭裂患者的

综合治疗平台% "杨晚#

李亚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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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上周五晚! 养精蓄锐的

#中国好歌曲$进入第二轮'主打之争(!刘欢大

碟)新九拍$的
8

支曲目率先亮相!)喝酒
$&;<=

$

和)卷珠帘$使上世纪
*>

年代生人张岭和
5>

后霍尊双双携手进入)中国好歌曲$年度盛典%

节目播出后! 主流媒体表达惊喜的同

时!歌迷和网民则争议四起!就乐评团的现

场打分和导师对歌曲的改编纷纷吐槽%分歧

最大的当属已经大火的)卷珠帘$% )中国好

歌曲$的贴吧里!*维新派(和*守旧派(唇枪

舌剑!互不买账+在网站跟帖评论和微博,微

信里!也是两极分化-业内人士喝彩!)卷珠

帘$歌迷则倾巢喝倒彩% 没想到!刘欢对)卷

珠帘$ 的改编让歌迷反弹强烈似乎并不意

外% 刘欢说-*其实有争议是一个好现象!而

且我注意到大部分歌迷还是在关心歌曲本

身!就事论事!这非常好!有争论就会有提

高% 这也说明了)中国好歌曲$的影响力% (

对于改动)卷珠帘$!刘欢说他仔细阅读

了歌词!发现的确存在问题% 加上霍尊本人

的一些演唱习惯!刘欢也帮他进行了一些归

韵处理% 比如*徘徊(的
?;@A

!霍尊初版中唱

的
?;A B

他自己解释是为了好唱!但刘欢不

能接受错别字发音!于是改为*妩媚(% 刘欢

告诉记者!校改后的词有归韵和演唱上的考

虑!修改也完全是围绕原歌词的寓意!并没

有做大幅度的调整%

!

张漪
"

霍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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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华谊兄弟
1

月
10

日宣

布!*打拐(题材新片)失孤$将于
6

月开拍!

影片由著名编剧, 制作人彭三源自编自导!

刘德华将在片中扮演一名农村父亲%

)失孤$是彭三源转型当导演的首部长

片!影片改编自真实的社会新闻!讲述
(558

年的某一天!两岁的雷达丢了!父亲雷泽宽

.刘德华饰/ 开始了长达
(3

年的寻子之路0

这是刘德华出道
6>

多年来首次饰演内地农

村父亲的角色!角色痛苦而冷静,倔强又善

良%

刘德华的帅气与农村父亲的形象相差

甚远!但导演彭三源称!这个人物几乎是为

刘德华量身定制的!*剧本只有大纲时就决

定让刘德华来演% 1

据介绍!刘德华读完剧本被故事深深打

动!加上他本人一直热衷公益事业!对这部

打拐题材片感到义不容辞% "吕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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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集动作 ,谍战 ,悬疑和

爱情等多元素于一身的主旋律谍战剧 )生

死钟声 $! 将于
1

月
19

日登陆南京荧屏 %

10

日! 导演李惠民! 主演黄觉, 宋佳玲,

王伟光到南京为该剧造势%

\]^_Ì abcde9

这次到南京宣传! 黄觉颇有观众缘!为

越过高高耸立的摄像机丛林!站在椅子上回

答各种奇怪提问% 比如*我觉得你长得像胡

军(*对!我长得像很多人!从小就像林依轮!

现在像胡军,高虎,张震岳22(*现在男神

流行!你怎么看被叫男神& (*我从没被人叫

男神!如果非要跟男神产生关系!那我就加

两个字344.男神/经病% (

fghiSjklmnopq

宋祖英的妹妹宋佳玲在剧中出演谢云

亭的初恋女友! 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

科尽管有很多爱慕者! 却始终对谢云亭痴

心不改% 细看宋佳玲眉眼! 跟姐姐颇为相

似! 宋佳玲坦言! 非常感谢姐姐的帮助 !

自己在演戏上还是新人! 会经常得到宋祖

英的指点%

RSrstuvwxyÌ a9

曾拍摄过 )新龙门客栈$,)笑傲江湖之

风云再起$,)流星蝴蝶剑$ 等热门影视作品

的著名香港导演李惠民! 最近频走谍战路

线% 他坦言!新剧)生死钟声$的演员性价比

都很高% 5价钱高的演员并不一定演戏就很

好!往往他们的要求也比较多% 最重要的是

适合! 我们的这些演员都很真实! 表现更

好% (导演更直言!现在圈内很多演员都价格

虚高!其实根本不值那个价%

李惠民透露!之前拍摄)流星蝴蝶剑$就

曾弃用大腕! 用了另一个比较用心的女演

员%

李惠民表示到内地拍戏多年!也曾遭遇

演员耍大牌!自己的方法就很5简单粗暴(!

5就骂他一顿嘛6 比如我跟万梓良7袁咏仪他

们合作!他们不会漫天要价!拍几个钟头要

休息!随便提出改剧本等等% 本身我是导演!

你是演员!要各司其职!才能拍好戏% (

!

张楠
"

导演李惠民

主演黄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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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1

月
(9

日!5知名爆料

人周筱
!

声称!凭我现在手上的证据!可以

把李亚鹏送进牢房(的新闻见诸媒体后!引

起了很大关注%

11

日!央视新闻频道金牌

栏目 )新闻周刊$ 关注并点评了李亚鹏的

5嫣然基金
33>>

万善款去哪儿了(的新闻%

著名评论员白岩松在 )新闻周刊$ 的评述

中!质疑李亚鹏-5任何人和事都该有底线!

做好事儿也得先建底线! 这个底线就是公

开透明6 (

10

日晚!曾参加过嫣然慈善晚宴

并捐过善款的一位女明星爆料称-5嫣然慈

善晚宴本应去年
3

月举办!一拖几个月!可

能要暂时停办% (记者向嫣然天使基金会一

位工作人员求证!对方回应说-5不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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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晚!央视)新闻周刊$在报道中以

新闻评述说道-5本周紧盯慈善漏洞的周筱

!

! 第五次向李亚鹏发难! 在用自己的方

式! 对李亚鹏嫣然天使基金会长达
9

年的

捐款明细进行比对之后! 周筱
!

发现曾被

报道的多位明星的
3>>

万元善款! 其实并

不在账上88

1

个多月
3

次炮轰! 名目涉

及借公益敛财!巨额利益输送!侵吞医院建

设款! 周筱
!

自称目的就是希望推动李亚

鹏尽快公开慈善组织的财务信息! 而面对

慈善恐怖分子的骂名!他不以为然!在他看

来慈善本应透明! 而监督正是每个人的公

民权利% (从央视)新闻周刊$播出的言语

中! 众多观众显然已看出央视是要求李亚

鹏将嫣然天使基金的善款透明公开化%

白岩松犀利点评说-5任何人和事儿都

该有底线!这样才会有约束!也才会有社会

与生命的良性运转! 而慈善事业做好事儿

也得先建底线!这个底线就是公开透明!这

样人们才会信任! 无论举报者还是被举报

者!谁对谁错!但我们都必须把这件事当作

好事!因为真理不辩不明!慈善的账不理不

清(%之后!北京卫视的)法制进行时$!也跟

进了央视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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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晚! 记者再次电话采访周筱
!

%

他告诉记者-5央视,北京卫视的报道!许多

观众看了!我也看了% 他们报道得很客观!

很准确% 也是主流媒体对我这个民间爆料

人的正义事业的支持% (

周筱
!

又说!5这次嫣然天使基金涉嫌侵

吞
33>>

万元善款!是我第一个爆出的% 事情

只怪李亚鹏本人爱9炫富:!如果李亚鹏当初

接受媒体采访时不说出 9我比王菲有钱:!我

不会关注他; 我愿对曝光李亚鹏的嫣然天使

基金涉嫌侵吞刘嘉玲,伊能静等近
33>>

万元

捐赠一事!承担法律责任% 可遗憾的是!我现

在都还没有接到李亚鹏的律师要起诉我的律

师函% 我希望李亚鹏给个答复% (

r��������~����

5嫣然慈善晚宴! 今年有可能暂时停

办% (

10

日!一位曾经参加过李亚鹏慈善晚

宴并捐过善款的一位女明星! 在与记者谈

及5嫣然天使基金慈善晚宴(一事时!她透

露-5按规律去年
3

月就应该搞一场慈善晚

宴!但没搞成% 不过!从今年情况看!

1>(0

年
3

月的晚宴也可能搞不成% (这位女明星

说!5从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看! 原因有两

个-一是王菲与李亚鹏已离婚了%过去我们

参加他们慈善晚宴!大都是冲着王菲去的%

二是爆料人周筱
!

弄出了这么大一个风

波! 李亚鹏可能也没什么心情% 往年李亚

鹏,王菲要搞慈善晚宴!至少要提前三四个

月通知明星朋友们参加% 王菲本人也要亲

自打电话约请%但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得到

关于邀请的任何消息% (

记者
10

日晚又致电曾经参加过晚宴并

捐过款的几位明星!都声称今年没有得到李

亚鹏邀请%也有明星说!5如果李亚鹏真的要

搞慈善晚宴!我们还是要去支持% (

!

华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