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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内心强大的范冰冰曾用
“万箭穿心，习惯就好”来鼓励自己
面对绯闻，但继“力压”众女星之
后，近日又有人爆料称范冰冰及其
工作室的成功，是靠着黑其他女星

“暗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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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爷被曝靠“踩人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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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音乐考级大赛决赛
本报讯 （通讯员 杨卫兵 记者
车林 ）记者昨获悉，扬州市少年宫组

上位。
尽管当事人否认了这则微博 【回应】
的种种爆料，但记者采访也获悉，
记者采访了几个被提及的曾被 处于是非旋涡 ”。
为了争夺一姐地位，众明星工作室
范冰冰工作室以及范冰冰本人
之前确实存在各种“暗战”法则。 范冰冰工作室 “ 黑过 ” 的艺人工作

范冰冰：远离他们

室 ， 大家都对这个问题很避讳 ， 甚至
有点抵触 ，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 网
上发这样的消息 ，你很难核实 。 就目
前状况来看 ， 对我们也没有造成什
我范冰冰自然也要有。”
对于爆料中所说的跟风代言， 么影响 ， 我们更不会随意捕风捉影
圈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 就 去 评 价 另 外
士表示：“ 工作室为了让自己的明 一个女星 ，
星发展国际化，更有身价，国际性 让 自 己

资深爆料人“圈老爷”贴出一
则长微博“扒一扒这些年被范冰冰
工作室往死里整的明星”，文中详
述范冰冰工作室如何使用手段成
功使其上位。文中爆料称，尽管李
冰冰和范冰冰的年龄并不是一个 的商品代言是一个途径，很多工作
层次，但是作为“假想敌”，李冰冰 室都为自己的明星接洽。但说到
很早就代言了一些国际品牌，而范 ‘跟风’这种行为，我倒是只知道有
冰冰为了能够“力压”，一直跟风代 这么一位什么都要赢别人的明星
言力图与其扯平。此外，在影视方 工作室，但为此用尽手段的好像并
面，“既然你李冰冰有好莱坞的戏， 不多。”

很快作出了回应 ， 用 “ 垃圾人定律 ”
形容这篇文章的始作俑者 ，“ 世界上
存在很多负面垃圾缠身的人 ， 他们
需要找个地方倾倒 ， 有时候我们刚
好碰上了 ， 垃圾就往我们身上丢 。 ”
对于这种人和事 ， 范冰冰的态度是
“ 无需介意 ， 远离他们 ， 绝对不要
浪费心思和精力在这些事
上 ”。 此外 ，范冰冰工作室副总
经理杨思维笑
言，“这些人真
的是把生活当
宫斗剧了 。 ”

“暗战”2

作为演员出身的明星来说，演 “明星为了接到好戏，降片酬或者
戏才是主业，用好作品说话才是 友情出演都很正常，大家至少是尊
“王道”。所以，明星为了找到好本 重市场，不耍手段。但降价的前提
子，工作室绝对要下足功夫。“范冰 是特别喜欢这个角色，或者是国际
冰曾以 125万的片酬争夺冯小刚 知名大导演坐镇，对于提升人气和
《私人定制》的女主角，但最后还是 事业等方面特别有帮助的才能去
被李小璐抢走。李冰冰演了好莱坞 ‘抢’，我觉得这样做无可厚非。但
的戏，范冰冰也要演钢铁侠，虽然 我也听说有人见不得别人好，抢角
只是短暂的酱油角色。”说到此，圈 色只是为了挤掉别人，未免太不厚
内资深娱乐工作者 T先生表示， 道。”

“暗战”3

网上每隔一阵，就总有些曝光
明星丑闻或者不为人知内幕的帖
子，随着一些细心粉丝的调查，也
让“水军”这个行业从幕后走向了
台前。
影视公司的张小姐表示，圈内
确实有一批黑明星的水军和“策划
人”，工作室也会找他们，她自己就
有专门对接的水军公司。
此外，有知情人
士表示：“ 明

星黑别人或者被黑都是让自己上
位的手段之一，如果你这段时间风
头正劲，被黑的几率就很大。一般
情况下，明星本人的气质决定了工
作室的整体氛围。很多水军公司都
会炫耀自己的成功案例，和这个明
星合作成功，才有下一个明星找，
所以大家最后基本都会
知道自己是被谁黑
了。”

有纷争

微博现破裂端倪

？

陈坤赵薇
被指友情告急

据 班的几乎所有微博认证用户，都为老同学赵薇
南 都 娱 摇旗呐喊。而作为赵薇的多年好友，陈坤却一
乐 周 刊 反常态并未通过微博给予赵薇更多的支持。
坊间传言，陈坤和赵薇多年的友情渐生
爆料，赵薇
的 导 演 处 隔阂，与周迅不无关系。虽然陈坤与周迅认识
女作《致我们 晚于赵薇，但两人的关系发展迅速。而电影
终将逝去的 《画皮 2》拍摄时，就有香港媒体爆料称赵薇
青春》(以下简称 和周迅发生了不愉快，两人不但互相踢凳，还
《致青春》)热映，与众 差点大打出手。
陈坤 、赵薇
多大学同窗微博鼎力相
进展 微博现破裂端倪
助形成对比的是，赵薇的多年好
5月 10日 12：44，陈坤感叹有时应该感
友陈坤却一反常态“失语”，加之周迅与赵薇
的不和传闻，以及陈坤与周迅的热烈互动， 谢利用自己的人，“大部分时候我们都讨厌被
使外界纷纷猜测陈坤与赵薇的友情告急。 利用，但，有时候被利用时反倒应该感谢利用
此外，日前陈坤发微博谈及“感谢利用你 你的人，因为被利用首先说明你还有价值，之
的人”“、君子之交要有距离”，对此不少网友分 后，你会学习到怎么把‘利用’这两个偏贬意
析认为，这恰是陈坤与赵薇这段维系多年的友 的字转化成‘帮助’的意义，所以，利用 =帮
助，会成为我们微笑和祝福的开始！”
情疑似出现分崩离析的端倪。
5月 11日 10：23，陈坤又对“君子之交”
背景 周迅或成诱因 有了一番新见解，称即使观点不同也要尊重
《致青春》上映后，北京电影学院 96表演 对方思想，而且要保持距离。

织学员日前赴北京参加中国音乐学
院第五届全国音乐考级大赛决赛，
进行了童声、钢琴、小提琴、古筝、萨
克斯、二胡等项目的角逐，斩获优异
成绩。11人荣获一等奖，18人捧二
等奖，25人捧三等奖。
在中国音乐学院精心组织的高
水平展演活动中，扬州市少年宫选
送的萨克斯四重奏《可爱的一朵玫
瑰花》演出精彩，获得专家、观众一
致好评。

■星闻联播
四位评委全部解约

低收视率让《美国偶像》的制作
人如坐针毡。北京时间 5月 13日
凌晨，FOX电视台正式宣布，目前
《美国偶像》任内的四位评审将全部
解约，在本季比赛结束之后他们就
不再担任评委。
而在此前曾传言新加入的玛利
亚·凯莉可能会遭到提前解约。不过
最后，妮基·米娜吉、凯斯·厄本、兰
迪·杰克逊也遭到了解约，其中从第
一季比赛就驻扎在《美国偶像》评审
席的兰迪·杰克逊是《美国偶像》历
史上最资深的评审，而他的离开也
将标志着未来的《美国偶像》进入全
新时代。
不过 FOX电视台官方发言人
表示，此次解约并不是因为评审表
现不好以及收视下滑的问题，而是
下一季度的《美国偶像》期待一些新
的变化和发展，因此请来全新的评
审阵容会更好一些。据了解，目前
《美国偶像》方面已经开始主动联系
曾经担任评委的珍妮弗·洛佩兹和
美国著名歌手凯蒂·佩里，希望能由
她们出场改变节目现在了无生气的
局面。

范冰冰

驾车撞伤人

在做完笔录之后，一直试图躲避媒体的歌手维塔
斯终于首度发声。北京时间 5月 13日凌晨，他通过自
己的个人网站，向之前驾车撞倒的女子以及公众进行
道歉，并承认自己曾酒后驾车。
据了解，在今年 5月 10日晚，维塔斯在莫斯科东
北部的全俄展览中心附近驾车撞上一位骑自行车的
女子，导致这名女子受伤。随后，维塔斯就被警方带走
问话。但他之后的表现却令公众十分失望，昨晨的道
歉似乎并没能挽回其昔日的正面形象。
俄罗斯《商业资讯日报》就此指出，事发之后维塔
斯的经纪人布多夫金就曾努力为维塔斯“抹白”：他在
Facebook上表示维塔斯的车并未撞倒霍洛多娃，说
肇事司机是维塔斯本人的私人司机。这一表态与最后
的道歉截然不同。而《莫斯科新闻报》也表示，维塔斯
道歉过晚，而且从道歉内容上看缺乏真诚。
而包括《莫斯科共青团报》、《消息报》在内的多家
媒体则认为，维塔斯本人在俄罗斯的演艺事业，将会
受到极大影响。此前，在俄罗斯声望已经大不如前的
维塔斯就已经将自己的事业重心转移到了中国市场。
不过在今年湖北卫视的跨年演唱会中，维塔斯的走样
身材和对口型的演出，就遭遇了不少中国网友的指
责。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落幕

王宝强 张雨绮
“最受欢迎”

昨晚，第 20届北京大学生电影
节闭幕式暨颁奖盛典在北京举行。与
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北京大学生电
影节借由 1993年的创立时间，首
次打出“90后”青春牌。总导演田华
透露，入选“红人”的标准有三：够
青春、有态度、90后。
《一九四二》获
最佳影片奖，管虎凭
《杀生》获最佳导演
奖，黄渤和颜丙燕
“称帝封后”。
最终，徐峥获封
“最受大学生欢迎导
演”。王宝强是最受大
学生欢迎男演员。张雨
绮成最受大学生欢迎女
演员。

12 日是谢霆锋的小儿子三岁
生日 ， 霆锋和家人为其举行生日派
对 。 张柏芝未出席 。

《等待绽放》多变
由张翰、江铠同等联袂主演的
电视剧《等待绽放》正在热播。剧中，
张翰主要饰演一个没钱、没关系、爱
戏如命却四处碰壁的北漂男刘亦
名。他更是造型百变，一人饰演了
11个角色，有军官、搬运工、奴才、
日本兵等，都是跑龙套的小人物。
张翰饰演的“北漂”刘亦名完
全颠覆以往的“高富帅”形象，饰演
一个住在地下室的“落魄青年”。张
翰坦言这个角色可以看到自己的
影子，“刘亦名”其实和他自己的经
历很像，毕业时也曾四处碰壁，跑
过龙套。“我在角色中融入了很多自
己当时内心的感受，希望观众能了
解到演员奋斗过程的艰辛。”
据悉，该剧打造了上百场“戏
中戏”，张翰饰演了共 11个人物角
色，有军官、日本兵、搬运工等等造
型多变。在这 11个角色中，张翰饰
演的角色几乎都是跑龙套，甚至连
人物名字也没有。

招聘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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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强

公司拟在扬州市区渡江桥南 、荷花
池小区 、曲江南路 、润源庭小区 、东
方百合园小区 、 扬州天下小区 、邗
江区西湖镇 、新坝等区域及高邮市
市区招聘 “小红帽 ” 报纸投递员 10
名 。要求 ：身体健康 ，初中以上文化
水平 ， 男女不限 ， 年龄 50 岁以下 ，
待遇从优 。
市区联系电话：15358508387 陈先生
邗江区联系电话：13952576476 孙先生
高邮市联系电话：13852170505 厉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