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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晚又添一员猛将!孙
楠亮相"送幸福#

$日是央视春晚首次带妆联排!

央视春晚的一号演播厅正在有条不
紊地进行节目合练$ 冯巩%贾玲%曹
云金% 刘云天等人纷纷现身$ 据了
解!这次&排练#只是走台而已!各位
笑星精心准备多时的节目并未当场
展现$但春晚剧组依然严防死守!不
放过一条&漏网之鱼#$

节目方面! 虽然依然处于保密状
态!但据知情人透露!此前一直被看好
的姜昆的节目'纠结(!如今已经被拿
下$ 他的徒弟周炜的相声'小合唱(则
被保留$据了解!由于%&"'年姜昆与老
搭档戴志诚提交的作品'纠结(!讽刺
地传达了'&""年出现的多个社会问
题!诸如地沟油%老太太摔倒了路人不
敢扶等! 表现了人们在面对这些问题
时的纠结心态!题材尖锐!与春晚欢乐
祥和的氛围不符!所以被淘汰$

此外! 歌舞类节目也有新的进
展$ $日!据央视春晚导演组披露!歌
手孙楠将登台亮相龙年春晚! 并献
唱歌曲'把幸福给你($ 据了解!'把
幸福给你( 歌曲旋律优美! 曲调流

畅$ 春晚剧组之所以选择这首歌曲!

是因为歌词贴切温暖! 希望通过这
首歌曲的演唱! 把幸福传递给每一
个人$ 而孙楠也将带着这首'把幸福
给你(!与宋祖英演唱的'叫一声爸
妈(相继亮相在春晚"家)的板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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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演员阵容吸引眼球! 日前
网络上叫卖春晚门票一事也让央视
春晚成为众人关注的话题$ 记者在
相关网站上搜索关键词 "'&"'年春
晚门票)!发现有几家网店挂出"'&"'

春节联欢晚会门票)$而价格也是从"

万到(万不等$对于此事!春晚剧组工
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网上出现
任何形式预售春晚门票%彩排门票的
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历届春晚从
来不售票$ 广大观众不要轻信票贩
子的欺骗行为!谨防上当受骗$ )

而央视春晚最大的悬念 "赵本
山)依然处于神秘状态中$ 据悉!赵
本山央视春晚的正式排练将在)'日
回京后开始$ 而他在龙年春晚依然
"走老路)!准备了两个本子!一个是
此前哈文透露的公益主题小品!另
一个则和热播剧 '乡村爱情(有

关***改良版'乡村爱情($ 不过!目
前小品的具体内容以及演员还未确
定$ 但是和往年一样!赵本山龙年春
晚究竟演哪个小品!不到最后亮相!

谁也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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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卫视首办春晚的消息一
出!即引来各路媒体的关注$日前!江
苏卫视开始滚动播出龙年春晚的首
波宣传片!包括蔡依林%李宇春%谭咏
麟%张靓颖%蔡国庆%郭德纲%小沈阳
等在内的全巨星阵容令人翘首以待$

江苏卫视春晚导演黄斌在接受采访
时透露!"除超强阵容外!江苏卫视首
届春晚的歌舞类节目编排更是独树
一帜!完全抛弃独唱环节!再大的天
王天后也都是合唱!玩的就是混搭+)

不仅"抢夺)到了一众知名大腕!而且
在编排上也想尽了噱头$ 黄斌表示!

"蔡依林与李宇春将会用一种很新颖
的方式合唱一首歌!劲歌热舞肯定是
少不了的!也不排除可能让李宇春反
串蔡依林的美艳气质!而让蔡依林来
突显中性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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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香港取得票房成功之
后!"月*日'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
女孩(,以下称'那些年(-作为'+"'

年的&开年贺岁电影)在内地正式
上映$ 影片首映第一天预估票房
$&&万元!颇受好评$而日前网络上
流传的一篇外媒报道却将导演九
把刀推向了风口浪尖! 该报道称
&导演九把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由于大陆上演版本不是他剪辑
的!所以不会到大陆为电影宣传)$

对此!,日九把刀在微博上一一回
应澄清!怒斥不实报道$

早在确定引进之前!'那些年(

可能面临的删改问题就备受关注!

而在公映之后!也有网友公布了内

地版和原版的差别$ 不过!就实际
观影效果来看!细节上的删改实际
上并未影响观影效果$ 相比之下!

少了&重口味)的'那些年(反而让
观众更执着于怀旧!柯景腾在房间
里贴王祖贤海报%文具店里满是郭
富城等人的彩色明信片等桥段都
让很多观众回味不已$

受到关注%肯定的同时!一篇
来自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
的报道却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该
网站.日报道称!&导演九把刀说!

由于大陆上演版本不是他剪辑的!

所以不予置评!也不会到大陆为电
影做宣传$)报道一出!九把刀被不
少圈内人士称为矫情$导演何平微

博评论!&没有一部电影是非看不
可的$ 电检制度虽然尺度不同/但
是国有之/ 既然应了又那么委屈$

电影从开始进入市场成为商品那
天起!创作者未停止过在删剪问题
上与制片人%审查机构%发行人做
抗争! 无论对错永远不会停止$ )

不少网友对于九把刀 &狂妄的言
论)予以批评!认为其如此态度有
&撒娇)之嫌!有网友评论说.&九把
刀这艺名取错了吧/应该叫两面三
刀!各方各面都想占便宜呢$ )

对此!九把刀一连发了数条微
博回应! 称自己要 &裸身来请罪
了)$他表示!自己没说过&不在乎)

票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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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海口之春)旅游艺术节演
出活动的第三炮将于海南国际会议
展览中心正式拉响$ 届时!来自阿根
廷综艺舞蹈团的演员们将惊艳登场!

为椰城市民呈现热辣的舞蹈!用'探
戈之火(的极致魅惑燃烧这个绚烂的
冬天$

0日!阿根廷综艺舞蹈团用舞蹈
发声!以音乐为媒!在百变的灯光特

效和热辣服装的配合下! 向海口市
民献上独一无二的祝福礼$ '探戈之
火( 最特别之处是由五对男女舞者
各自创作拥有自己风格的舞蹈桥
段! 展现阿根延探戈传统的自由精
神$ 音乐方面!除了有编制完整的乐
团外! 还邀请了在世界各地阿根延
探戈艺术节担任独唱家的海迪戈!

以渲染力极强的歌声! 展现阿根延
探戈音乐的灵魂$ 五种各有特色的

探戈舞蹈及多种精彩花式技巧的呈
现! 加上充满情感及张力的现场音
乐演出! 绝对让您立即爱上阿根延
探戈$

近日!&海口之春&艺术节活动精
彩的表演受到了社会的广泛热议!尤
其是 '请到椰城来(%'俄罗斯民族经
典及红色歌舞(大型歌舞晚会演出的
接连成功!更是受到社会各界文艺爱
好者的充分肯定!反响热烈空前$ 据

活动组委会透露!目前!舞蹈晚会'探
戈之火(的购票形势良好!大部分演
出票都已在元旦前售出!观众购票热
情日趋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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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随着'中国达人秀(第八期
节目的播出!1&&&多名达人谁能走进
人民大会堂的谜底终于揭晓$上海老
年舞组合石涛祁小妹% 四川安澜%山
东潘倩倩%王吉鹏,九吉-%黑龙江霍
春宇%哈尔滨&安与骑兵)%广州艺术
学校舞蹈组合%广西唐荣海%台湾宋
家政%2345 6758与英国人伊恩将成功
登上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舞台$节目组
透露! 当晚的节目在紧张激烈而又
充满励志情感的氛围中! 再度蝉联
全国电视综艺节目收视冠军$

))日%)%日!本季达人秀最后的
)*组达人将站上北京人民大会堂的
舞台!踏上新的高度守望梦想$ 东方
卫视也将于).%)*日两晚首度联播
'中国达人秀(北京录像盛况!全景
展现达人们梦想绽放的精彩历程$

本报记者将作为特派媒体前往北京
直击整个比赛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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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杨幂和刘恺威在微博幸福互
动!高调公开恋情!得到多方祝福$由
乐视影业%天马电影联合出品!张昭%

黄百鸣监制!甄子丹%古天乐%黄百
鸣%杜汶泽%吴君如%陈慧琳%杨幂%熊
黛林主演的贺岁喜剧 '八星抱喜(将
于)月%+日欢笑上映$ 今日片方也首
次曝光杨幂在片中的婚纱照造型$据
片方介绍这是'八星抱喜(最重要的
几场戏之一!杨幂在电影中和在现实
中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白马王子!这
个寻找的过程也是非常曲折且艰难
的$ 据悉! 杨幂和刘恺威所发的微
博***&将自己的感情世界与公众
分享的确很需要勇气)已经被转发,

万次!评论多达.万多条$ 记者从'八
星抱喜(片方获悉!和杨幂在'八星
抱喜( 中搭档的黄百鸣也代表所有
主创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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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即将于)月)%日上映的尔
冬升新片'大魔术师(在北京举行发
布会$ 该片的原定女主角是张柏芝!

发布会上! 当尔冬升被问及张柏芝
沦为&烂片女王)时!依旧力挺!&几
部戏不好!不代表她不会演戏$ 我比
较希望她身边有人能跟她说真话!

真心去帮她$ )

%++(年由尔冬升执导的 '忘不
了(! 成功让张柏芝在%(岁就拿到金
像影后的殊荣$ 此次离婚后复出!张
柏芝接演了 '无价之宝(%'杨门女
将(%等影片!口碑%票房都很不理想!

张柏芝便被冠上了 &烂片女王)%&票
房毒药)之类的称号$尔冬升表示!每
个人都有成长过程!大家不要当笑话
看!&一个成年人都能对自己的选择
负责$ 张柏芝是个很负责的女孩!当
时我拍戏的时候!就希望能有个她这
样的女儿***她全家她一个人养$我
比较希望她身边有人能跟她说真话!

真心去帮她$ 就我的了解!她是一个
很有灵气的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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