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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卫视主持人潘蔚的另一个
身份似乎更令人关注!!!歌手孙楠
的老婆" "##$年#与买红妹离婚后的
孙楠娶了潘蔚#堪称当年娱乐圈轰动
新闻之一#但面对各种传闻#当事人
始终保持沉默"去年$月#两人的女儿
出生$半年后#潘蔚复出#上周她主持
了旅游卫视"#%"高尔夫邀请赛的启
动仪式"值此契机#潘蔚接受专访"谈
及工作# 她说%&不走下坡路就不错
了' (对于婚姻#她说%&孙楠敢娶我#

让我对他很仰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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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不要伤害你人生旅途中遇
到的任何人# 我们基于这种原则#保
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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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我们跑到老家办的婚礼#

老家相对闭塞一点#我们自以为很低
调了#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特逗
的是# 服务员说%&新郎还挺像孙楠
的(# 直到办完酒席他们都没想到真
的是孙楠" 我爸爸跟亲朋好友说&蔚
蔚要结婚了(# 他们也没弄清楚跟谁
结婚就来了# 吃到一半发现是孙楠#

大家都挺兴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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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作为一个靠自己形象吃饭
的歌手#他难道不知道离婚对他意味
着什么吗)他难道不知道这会对他的
事业造成影响吗)他难道不知道他的
公众形象会因此受到多大的伤害吗)

他知道#但他仍然娶了我#这点让我
对他很仰视"不是每个男人都有这种
勇气作出这种决定"很多人婚姻不幸

福#但还勉强维持着#说是为了孩子#

但那仅是一个旗号#更多的是为了名
誉*社会地位*公众形象*财产" 很多
人指责孙楠是负心汉# 如果换位想
想#你有这个勇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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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这是顺其自然的事#强求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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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刚结婚的时候有过" 我觉
得我不年轻也不貌美# 我&#多岁了#

他虽然跟我同龄# 但他特别有活力#

阳光*热爱运动#我有过一点点担心"

但现在一点都没有这种担心和顾虑
了#我给了他想要的生活" 我是他最
好的倾诉对象" 我们俩有共同的爱
好*审美++可以说的东西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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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高晓松在其主持的网络脱
口秀节目中继续&大放厥词(#向汉民
族音乐传统开炮#发表了 &中国无好
歌#汉族无音乐(&汉族在能歌善舞这
一单项上可排名倒数第一( 等观点#

立即引发网友热议# 板砖与鲜花齐
飞" 高晓松说得在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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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松的这些言论引发了网友热
议" 尽管一些网友力挺高晓松敢于直
言#但更多网友则认为他&胡诌(&不
靠谱(" 此外#围绕&汉人究竟懂不懂
音乐(的讨论#只有%%'$( 的人赞同高
晓松的观点# 还有"#')(的人批评他
&自己不行就赖祖宗' (在高晓松的微
博中#也有不少网友留言批评" &高晓
松这厮确实太不知天高地厚# 脸皮真

厚#有空在这调侃#咋没空再写几首校
园民谣) (&自己写的歌不能让人感
动#就怪听歌的人没水平" 这是传说
中的,睡不着怪床歪" -(&谁都知道现
状是这样#这行业的翘楚你能有建设
性的改善办法吗*(

面对网友各种&炮轰(#高晓松十
分不屑%&$#(的人都知道贝多芬#

$#(的人都知道莫扎特# 我保证$#(

的人都不知道中国古代音乐家#历史
书里很少有提" (对于是否担心节目
中的言论得罪人#高晓松表示%&我怕
得罪人# 但争议跟得罪人是两回事#

我要是认为这是符合我的世界观*人
生观*方法论的#我就可以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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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蔚说自己从不避讳谈论前两
段婚姻"

第一任%他是个画家"我跟他在一
起时还很小# 他带给我很多审美上的
帮助#耳濡目染"可能我"#多岁时年轻
貌美#但那时的我#不是他想要的" 有
些人不是离了婚就会变成仇人"

第二任% 几天前他还给我打电
话"之前铺天盖地爆我和孙楠结婚的
事时#有人问起他#他说%&你们不许
说蔚蔚#她是一个特别好的女孩" 我
跟她生活十年#谁也不许伤害她" (我
挺感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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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国画院书画精品交流
展将于!月")日上午在省博物馆开展#

此展由省文体厅*江苏省文化厅主办#

展览将为其$天时间"

据介绍#此次精品交流展汇集了江
苏省国画院* 江苏省书法院在职书画家
%+#余幅精品力作#将为海南人民奉献一
份体现江苏深厚文化底蕴和创作综合实
力的丹青水墨艺术大餐"

据悉#展览期间#江苏省国华院书画
家海南采访写生活动也将同时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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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月!#日,&月%日电影公社海口
金岛音乐节主场演出的日益临近# 演唱
会的明星阵容也愈发引起外界的关注"

记者从音乐节组委会了解到#台湾&两大
天后( 蔡依林和王心凌届时将在音乐节
上演一场热辣与甜心的对决#让 &椰城(

海口这场音乐盛典更具魅力"

据悉#蔡依林将在电影公社0海口
金岛音乐节主场演唱会演唱 1美人
计2*1倒带2*1日不落2 等多首耳熟能
详的歌曲" 蔡依林在接受记者电话采
访时表示# 很少参加音乐节的演出#

非常珍惜这次在(电影公社0海口金岛
音乐节&演唱的机会#因此在挑选歌曲
上也做了一些精心安排# 既要让观众
亲临不间断的快歌新体验# 也会有观
众非常熟悉和喜欢的老歌# 让全场一
起合唱" 此外蔡依林还要再次挑战自
己的体能极限# 一系列的热辣舞蹈将
引领观众投入一场火爆的巨型舞会"

据了解# 本次音乐节还邀请了新
一代小天后!!!王心凌" 记者通过电
话采访王心凌得知# 她本次在音乐节
上精选了 1想你想你2*1黏黏黏黏2*

1不哭2*1月光2*1第一次爱的人2等多
首歌曲#首首都是歌迷的最爱#希望借
助音乐节这个舞台好好和歌迷们度过
一个开心的夜晚"

本次电影公社0海口金岛音乐节
主场演唱会的看点还远不止这些#组
委会还邀请到崔健* 汪峰和王萧敬腾
三位摇滚唱将首次同台演出$ 而黄小
琥将与王若琳一决高下$ 而许飞和魏
佳庆将为海口的粉丝们上演一场 &快
乐女声(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