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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

日晚!第三季"中国好声音#诞生了

史上第一位女冠军$$$张碧晨% 这个曾在韩国出道的姑娘从

盲选开始就是话题中心!一直到巅峰之夜落幕!都没逃开潮水

般的品评% 在赛后接受采访时!张碧晨坦言!从帕尔哈提手中

夺取冠军奖杯!&有点烫手'!但自己并没有愧对&年度好声音'

的称号%

谈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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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中国好声音(的巅峰之夜!张碧晨本是在现场观众

支持率上遥遥领先!却在决定谁能直接进入&年度好声音'对

决的重要一环上!被帕尔哈提反超!两人的&纠葛'自此埋下%

其后张碧晨和帕尔哈提正面交锋! 稳稳演绎的张碧晨力克更

有风格的帕尔哈提!质疑声又起%张碧晨一句话回应)&帕叔是

我心目中的冠军% '

记者!这之前"你想过最后会和谁对决吗#

张碧晨!没想过!我只想过谁拿冠军% 因为之前有好多媒

体问过我们心里的排位!我一直说帕叔是我心目中的冠军%这

个结果反正我没想到!因为唱到最后一首歌时!我本来是想自

己好好背背词的!但是听着听着*帕尔哈提唱歌+就背不下去

了!一下就跟着他的声音走了%

记者!网友会觉得帕叔更有特色"而你太稳"稳到没有惊

喜$

张碧晨!其实!我有想过*这个问题+% 很多人之前跟我说!

你在决赛是不是要一边跳舞一边唱歌,也算是突破你以往的风

格%但对我来说!-中国好声音(这个舞台太难得了!我以前在外

面唱的那些歌!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笑+!就是舞曲那样的歌%

但我自己想唱的一直是这种安安静静在舞台上唱的歌!有突破

可以等以后!我太珍惜这个舞台了!我想在这里唱自己喜欢的

歌% 像帕叔!那英老师说!我们两个没有可比性!但在我心里他

是很高很高的!我离他很远很远%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我觉得

我说什么都错*笑+..所以!我只想说!谢谢大家/

谈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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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接受采访时!张碧晨曾说)&千万别让我得冠军!否则

我肯定被骂死%'可惜天不遂人愿!她还是被送上了冠军宝座%

对这个结果害怕吗, 张碧晨很诚恳!不是预设的

帕尔哈提! 而是她自己拿着那个黄澄澄的剪刀

手!觉得有点烫手% 她&在意这个比赛'!所以!哪

怕质疑重重!哪怕帕尔哈提很高很高!她也认为

自己没有愧对&年度好声音'的称号%

记者!之前你接受采访说"如果你得了冠军"

肯定会被骂死$ 现在想过之后会发生的事吗#

张碧晨!我觉得这都是相对的*笑+% 有人喜

欢你!就有人不喜欢你% 而且有很多质疑的声音

是对的!应该好好去听取%事实上!我现在觉得我

拿着它*冠军奖杯+有点烫手!但如果我说愧对

它!就太对不起这么多一路帮我0一路支持我的

人!所以谢谢大家!给了我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记者! 当听到帕尔哈提要和你对决的时候"

有没有一点怵#

张碧晨!不怵% 因为我从来也不是一个在意

结果的人!"中国好声音(对我的意义!就是我回

来了!我想找这么一个舞台!好好唱一首我喜欢

的0我想唱的0我爸我妈听得懂的歌% 每进一轮0

每次选歌和每次站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首先我

是感动我自己的!只有能感动我!才有意义唱给

大家听% 帕叔一直是我心里的灵魂歌者!和谁对

决不重要!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想着要在台上多唱

一首歌%

记者!所以你还是比较在意这个比赛的#

张碧晨!我在意这个比赛!但不在意结果!很享受这个过

程%等到多年以后!回头来看这个比赛!看唱这些歌的视频!看

唱每一首歌时候的状态!是件很奇妙的事%

谈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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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声音(落下帷幕!张碧晨的音乐之路却刚刚开始!

接下来能否维持冠军的热度以及维持多久都是个问号% 虽然

曾在韩国出道!但舞曲显然不是张碧晨的心头好!不过!以组

合成员的身份游走过韩国娱乐圈的张碧晨! 倒是不排斥再组

一个组合!和小二班的姐妹们来个&四朵金花'也不错%

记者!你刚才说自己不喜欢唱唱跳跳"所以在韩国的那段

日子并不是你想要的#

张碧晨!我觉得那是我一段很重要的经历!那段经历让我

学到了很多东西%像以前我是个完全不会跳舞的人!然后在韩

国接受了很系统的训练!唱歌啊0跳舞啊!可我觉得那样唱歌

跳舞不是我% 我当时去韩国也是!一直想做的事是唱
&'(

!就

是电视插曲或者电影插曲%

记者!你以前在韩国是以组合出道!而现在作为"中国好

声音(的冠军!可能要个人发展了!你害怕自己会不适应吗,

张碧晨!无论是一个人也好!几个人也好!它的目的都是

把一个好的音乐作品呈现给大家%再说谁知道呢!说不定我们

*小二班+四个人组一个组合!叫&四朵金花'% "腾讯#

张碧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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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封杀劣迹艺人的 %另一只靴子 &

终于落了地 "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一份

通知明确要求 " 不得邀请有吸毒 ' 嫖娼

等违法犯罪行为者参与制作广播电视节

目 ' 网络视听节目 " 暂停播出有吸毒 '

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者作为主创人员的

电影 ' 电视剧 ' 各类广播电视节目以及

代言的广告节目$

作为社会公众人物"艺人吸毒'嫖娼的

确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不良影响" 除了

违法必究" 如果一点其他惩罚都没有也是

不现实的$

事实上" 在艺人劣迹被公布的那一刻

起"法律以外的惩罚就已经降临"公众的批

评'相关节目的换人'广告合约的终止等带

来的教训已算不小$

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封杀劣迹艺人从民间舆论看"有两种声音$

一种声音是为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做法叫

好"认为封杀劣迹艺人大快人心(另一种声

音则是"把劣迹艺人交给市场"由观众自己

去选择是否还支持这些艺人$ 两种声音都

有其立场和存在理由$

以)通知*形式下发的封杀令"显然已经

是行政命令"意味着封杀已成事实$ 这让支

持封杀的人得到了满意答案" 让不赞同的

人失去了呼吁的空间$ 在封杀已成既定事

实的情况下" 这份通知如果能够补充一些

细则"会便于相关电视台'网站'制作公司

的执行$

首先" 封杀劣迹艺人应给出明确的期

限$ 单就吸毒而言"有的艺人是初犯"有的

是容留吸毒"劣迹程度不一样$

既然在法律层面所受的惩罚不一样"到

了被封杀的时候" 自然也不宜用一根标尺

来衡量$

演艺行业是个残酷的行业"一名艺人如

果长时间消失于公众视野"再复出的时候"

很可能早已被遗忘"再无就业机会$ 封杀的

目的是为了惩戒和警告" 也是为了让当事

人吸取足够的教训"重新做人$

其次"违反要求的后果也应该明确"否

则相关电视台'网站'制作公司还是会等风

头过去"重起炉灶$ 面对艺人的劣迹"其实

封杀不是最好的办法" 它能在短时间内行

之有效" 但由于界

定模糊" 操作空间

大" 不是很容易落

实$ 封杀无论在什

么时候" 都只是一

个补充性质的惩

戒$ 最有能力封杀

艺人的是观众 "他

们的拒绝" 要比主

管部门的命令来得

更长久$ "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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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日前有消息称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电话通知各大卫视!&凡是有劣迹的导演0编

剧0演员等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视剧!要慎重考

虑'*媒体称&劣迹令'+!但一直未见到正式文件%

)

月
*)

日!广电总局正式下发&封杀劣

迹艺人'的通知!&吸毒'&嫖娼'行为被明确

点名!出轨等道德问题则未提及1除此前提

及的电视剧作品外!由&劣迹艺人'参与制

作的电影0电视节目0网络剧0微电影等也

都被要求暂停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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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岁的林依晨确定订

婚啦/

,$

月
%

日有消息传出她将于
-$

月
.)

日生日当天与交往两年的圈外男友林于超

订婚!经纪人事后证实婚讯%

林依晨的好友向媒体透露!一周前就收

到女方寄出的喜帖!同学们也都自动替她保

守秘密! 但因为大学老师在网上晒出喜帖

照!婚讯才因此曝光%

林于超家族从事潜水用品事业!总公司在

内湖!林于超负责美国加州分公司% 林于超和

林依晨两人认识多年! 是十多年的旧友!但

./""

年底参加林依晨表姐的婚礼!因担任伴娘

与伴郎开始熟悉!展开秘密电话恋情%

林依晨
"$

月
0

日也微博公开发文!表示

要&告别过去'!并附上多张疑似是在暗喻终于

要脱离单身生活的照片! 立刻就涌入大批粉

丝留言! 大都希望能早点看到林依晨成为最

幸福的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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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依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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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瑞典文学院
-$

月
!

日宣

布! 将
"#$%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作家

帕特里克2莫迪亚诺%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2恩隆德当天

中午在瑞典文学院会议厅先后用瑞典语和

英语宣布获奖者姓名% 他说!莫迪亚诺作为

作家!以回忆的艺术唤醒了最难以捉摸的人

类命运!揭露了占领时期的生活世界!从而

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文学院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说!莫

迪亚诺的作品主题主要围绕着&记忆0遗忘0身

份与愧疚'!巴黎这座城市经常出现在他所创

作的作品中% 有时!他也会将自己多年积累的

采访0报纸文章或笔记当中的素材融入作品%

莫迪亚诺
$!%&

年
'

月
(#

日出生于法

国巴黎西南郊!父亲是犹太商人!母亲是演

员% 他自幼喜爱文学!十几岁便开始尝试小

说创作% 就读大学一年后!他便离开学校专

心从事写作%

)!*+

年!他的处女作"星形广场(一经

出版便备受瞩目!这是一部反映社会现实的

作品%随后!他还创作了"夜晚巡逻队("环城

大道("凄凉的别墅(和"暗店街(等被翻译成

多种语言的畅销佳作!并获得过法国法兰西

文学院小说奖和龚古尔文学奖%

莫迪亚诺被誉为&新寓言'派代表作家!

他的作品主要探索和研究当今人类存在及

其与周围环境0现实的关系%他的文笔纯正0

锋利!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引起巨大反响% 莫

迪亚诺是当今仍活跃于法国文坛并深受读

者喜爱的著名作家之一% 此外!他还在儿童

文学与电影剧本方面进行创作% %和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