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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去年王菲与李亚鹏宣布离婚之后! 屡有

王菲和谢霆锋复合的传闻!但均是捕风捉影"

$

月
%&

日!有媒

体称王菲#谢霆锋日前不仅同乘一辆车!还共同回到王菲住所

密会缠绵!两人深情拥吻的画面曝光"$锋菲复合%后似又有喜

事!某位娱乐策划人在微博称王菲再度怀孕!谢霆锋将再次当

爸爸!因两人已复合多时!可谓喜上加喜!双喜临门" 目前!王

菲怀孕的消息尚未得到证实"

旧情复燃
+,-./,012

$

月
'&

日! 媒体称谢霆锋和王菲在女方香闺厮守数日!

旧情复燃"

对此!王菲方面暂未回应"谢霆锋经纪人霍汶希的电话一

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香港媒体致电谢霆锋的父亲谢贤!谢

贤干脆说&$不知道!知道也不跟你们
(

媒体
)

讲" 这是私人的事

情!你们求证干什么"%谢霆锋接到媒体电话也不愿多谈!回复

称&$我现在在飞机上!不回应" 谢谢" %据知谢霆锋
$

月
%*

日

到四川!

%%

日转到北京出席活动"

尽管当事人没有正面回应!不过由于照片来源明晰!可信

度高!还是引来很多网友纷纷为两人复合点赞并送上祝福"与

此同时!王菲的好姐妹刘嘉玲听到复合消息!送上祝福" 她在

接受采访时说&$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 所以我会真心祝福

他们" %至于是否看好两人结婚!刘嘉玲说&$没人知道下一秒

会发生什么事!还存不存在这个世界!好好享受当前!珍惜每

一刻" %

跟拍者爆料
3456789:;<

王菲和谢霆锋复合的消息被踢爆! 而卓伟的风行工作室

正是此次事件的幕后推手"

$

月
%&

日!风行工作室卓伟接受

媒体采访!透露跟拍详情"

卓伟称! 王菲和谢霆锋一直以来都是他们重点跟拍的对

象!前不久有朋友对他透露!两人又开始有了联系"

$

月
*+

日中午!风行工作室跟踪王菲的汽车!来到了朝

阳公园附近的超市" $王菲在这里等人!过一会儿来了一辆别

克!我们摄影师认出这辆车以前谢霆锋坐过!后来王菲就上了

这辆别克"%卓伟说!当时拍了两张照片!照片放大一看发现谢

霆锋在车里!于是就跟着他俩回到王菲位于亮马桥的公寓"

公寓外有一栋在建的高楼!工作室成员在此处蹲守" $这

段期间!王菲出来过两次!一次在小区里做美容!一次是外出

买东西"我们蹲守了
+

天!直到
$

月
%&

日我们都还在拍"谢霆

锋整整
+

天没有出门!星期六早上才外出"%卓伟进一步透露!

王菲刚搬来这栋公寓不久! 工作室成员此前也曾经见到过谢

霆锋的这辆商务车在此出现"

卓伟表示刊登视频之前并未联系王菲# 谢霆锋方面进行

求证!$因为我们拍的东西!足以证明两人已经复合!下周一还

会有更完整的照片与细节" %

经纪人回应
=>?@ABCDEF

谢霆锋的经纪人霍汶希发表声明! 称偷拍行为侵犯谢霆

锋的隐私权!将保留追究侵权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至于$锋菲

复合%一事!这份声明中并未否认"

霍汶希在声明中说&$虽然谢霆锋身为公众人物! 但他本

身对其私人事情一向保持低调! 故恳请大家让谢霆锋保留其

私人空间" 另经过律师建议商讨后!本公司有以下忠告!敬请

各位务必注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

定&侵害民事权益!应按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本公司艺人遭

他人非法跟踪!并被偷拍私生活镜头!被窥探室内情况!相关

个人信息被发布和传播!该行为侵害了谢霆锋的隐私权" %

对此卓伟表示! 自己的工作是在遵守法律和新闻原则的

基础上!是用新闻来呈现事实的真相" 卓伟说!他们应该拿出

宽容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媒体" !京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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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周末!有两对互为反义词!姚晨和凌潇肃"恨之入

骨生命过客# 王菲和谢霆锋"久别重逢从未走远#

一直觉得谢霆锋跟王菲有
,-./0123

$灵魂伴侣% 的基

础!去年谢霆锋欲签下窦靖童!打造&王菲第二'的消息!看

了就让人心中暖暖含光! 感觉这不仅仅是爱屋及乌的节

奏!有点视如己出(擒菲先擒童的意思# 就像王菲宣布离

婚!谢霆锋嘴角那抹微笑!早有征兆# 王菲说!只因为在人

群里多看了你一眼# 谢霆锋说!你一直是我最疼爱的人!你

为什么不说话#

爱一个人时!四面八方也是你!上天入地也是你!佛也

是你!魔也是你!含苞待放也是你!美如夏花也是你!春华

秋实也是你!两鬓斑白也是你!义无反顾就是你!签下你的

女儿!让她成为第二个你# 王菲当初是在如日中天的时候!

与惊天霹雳和逃学威龙问题小子谢霆锋牵手的# 谢霆锋彼

时远没有现在的气象!少年彷徨!是是非非!最热血任性的

承诺是!等我长到
%+

岁娶你# 现在的谢霆锋!历练成良品

男人一枚!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如果让他回答梦想导师

汪峰的问题!说说你的梦想!娶王菲为妻的概率有多大)

谢霆锋和王菲分手
*&

年后!在赵薇的法国酒庄首次重

逢(世纪复合的传奇终于还是被万众围观搅黄了#

*4

年前

*锋菲+牵手惊世骇俗!后来谢霆锋离婚承认情海波澜!最爱

是王菲, 虽然北京大女人和广东大男人的性格结构严重八

字不搭!但是因为养眼和传奇度!加上
*4

年前那次牵手太

美!跨越世俗(地域和年龄!他们一直是看客心目中的永远

一对!臆想中的神话爱恋!谢霆锋身边那些过往的女人!包

括指责他性格有问题对他已经死心的张柏芝! 都是人间烟

火!王菲才是女神,王菲的前夫李亚鹏说!我要一个家庭!你

是一个传奇!我要一个妻子!你是一个女神,谢霆锋相反!王

菲就是他的传奇!年少爱恋!此情无期, 见与不见!都在那

里, 法国万水!前尘千山!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

天, 亲友团赵薇*某人没有爱错!人跑了心锁住了+的剧透!

这俩人真是*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 !黄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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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在热播剧 '美人制造(

中!罗晋担纲第二单元$我不是美人%男主

角!与袁姗姗上演激情戏码"

针对传得沸沸扬扬的与唐嫣的恋情!罗

晋
$

月
%&

日接受专访时予以否认! 他称自

己是悲催的单身汉!$现在连我妈妈都给我

介绍对象!感情好难啊!因为一直都在工作"

感情的问题暂时先不去考虑!如果找的话也

不定是圈内还是圈外! 我觉得随遇而安吧!

我相信感情一定会来的!只是时间的问题"%

长年周转于众多剧组而没时间恋爱的罗晋

称自己不会选择因戏生情的方式!$如果真

的因戏生情的话!一年拍那么多戏!那得生

多少情啊" % !许青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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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我主持儿童节目
5&

年了!小朋友都叫我鞠萍姐姐!而从'新大头

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后!我有了另一个称呼

)围裙妈妈*!我非常高兴" %

$

月
*$

日!鞠萍

姐姐出席电影版'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

秘密计划(发布会!宣布该片将于
$

月
%6

日

正式上映!金龟子和董浩叔叔也将继续和她

组成铁三角为影片配音"该片是央视进军大

银幕的首部动画长片"

*$$+

年的经典动画片 '大头儿子和小

头爸爸( 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 去年
**

月

起!'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第一季开播以

来! 不仅创下
78*9:

的单集最高收视率!网

络点播量更创造了
4+

亿次的历史纪录!吸

引了大批
;&

后观众带着他们的
&&

#

*&

后孩

子观看"

作为中央电视台进军大银幕的首部动

画作品!'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秘密计

划(在秉承央视动画$绿色#健康#有益#快

乐%和$陪伴成长%的创作理念的同时!更是

一部从儿童的视角出发!讲述亲子间至真至

情的动画影片"

发布会上!电影中三维升级制作的$大

头儿子%一家人正式亮相"$大头儿子%的三维

变身更加俏皮可爱!一出现便萌翻全场" 为

$大头儿子%配音的金龟子刘纯燕表示!自己

和大头儿子感情特别深" 此次配音!刘纯燕

用了$用心%和$感动%两个词来形容"她说!配

电视版'新大头儿子(时!时间很长!每次都一

口气配音
%&

集!而电影版'新大头儿子(虽然

配音的时间短!但是却特别用心" $大头儿子

在电影版里的戏特别棒!有很多感情戏!我配

音的时候有好几场戏都是掉着眼泪配完的!

希望小朋友在进电影院看的时候能体会到

和金龟子当时一样的心情" %而月亮则表示!

自己在演唱电影主题歌的时候!整个人都感

到特别快乐!浑身充满了力量" !京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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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这几天! 路过北京积水

潭桥解放军歌剧舞剧院的人们都被外墙上

一幅巨型海报吸引! 海报上
*%

个身穿八路

军服装的人!人手一把大提琴!在一个黄土

坡上!精神抖擞!目光坚毅!他们就是朱亦兵

大提琴乐团的成员们" 在接受采访时!朱亦

兵表示!这不是行为艺术!而是对自己过去

*&

年的总结"

今年是朱亦兵大提琴乐团成立
*&

周

年"

$

月
*$

日晚!这支成立了
*&

年的大提

琴乐团在解放军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庆典音

乐会" 朱亦兵说! 这是对
*&

年的感恩和回

顾!也是继续前行的号角" 生于音乐世家的

朱亦兵
*9

岁考入法国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

院!

%%

岁考入了瑞士巴塞尔交响乐团任首

席大提琴! 一出国就是
%&

多年" 然而就在

%&&4

年! 一种冥冥之中的召唤让朱亦兵举

家迁回北京!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的同时创

办了中国第一个大提琴重奏组合"

这张$抗战风格%的海报就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诞生的!它不是行为艺术!更不是哗

众取宠! 是朱亦兵大提琴乐团
*&

年普及路

的真实写照"$黄土是中华文化的根基!我们

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做世界音乐的一群音乐

战士!音乐的战场没有闻到硝烟弥漫!没有

听到狂轰滥炸!但是面对传统的思维异常坚

固的国人! 室内乐的推广和普及举步维艰%

朱亦兵说"

谈到归国
*&

年! 朱亦兵用一句话进行

了概括!$前半生的一帆风顺演变成风云沧

海%"$我本可以继续呼吸世界上最纯净的空

气#吃世界上最干净的食物#挣在欧洲能挣

的最多的钱# 去环游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但

上天让我转了个
*;&

度!让我去做我从没想

到过去做的事情++%朱亦兵所说的事情就

是工作之余带领他的大提琴乐团走南闯北!

在没有任何经纪公司和体制支持下把音乐

带给没有机会接触艺术的人们" !罗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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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

日晚! 人民日报

官方微博发布消息!央视原台长杨伟光因病

于
$

月
%&

日晚去世!享年
9$

岁"

随后!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也

发微博! 称杨伟光在协和医院去世" '人民日

报(评价!杨伟光是中国电视产业最早的拓荒

者之一"

*$$*

年!杨伟光被任命为央视台长"

这之后!他带领央视走上了电视改革的破冰之

旅"他最重要的理念便是$新闻立台%"

*$$5

年!

'东方时空( 应运而生" 以此为发端!'焦点访

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 等栏目相继问

世"

*$$$

年
%

月!

64

岁的杨伟光退休" !李俐"

#$%&

王菲

谢霆锋

谢霆锋!左"和王菲

朱亦兵大提琴乐团宣传海报

鞠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