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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嘴影评

黄奕在起诉状中称!她与霍思燕
均为影视演员!但双方很少接触"让她
想不到的是! 霍思燕连续"天发表微
博!用暗示#影射的方式贬损自己" 特
别是!#$$年$%月&'日的微博中直接
给出$(黄奕%的指向!对自己进行人
身攻击和贬损!各大知名媒体以$霍思
燕黄奕骂战%等类似标题开专题!在社
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事发后! 黄奕表示自己曾委托
律师发函给霍思燕! 要求霍思燕道
歉" 但霍思燕方面却一直坚称未收
到律师函" 为此!黄奕状告到法院!

要求霍思燕& 停止对自己名誉权的
侵害'将仍留存于霍思燕微博的"篇
对自己不利的微博删除' 向自己赔
礼道歉!并将道歉内容在新浪刊载'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此事件还要回溯到去年$%月!

霍思燕在微博中指责某女星&$贪慕
虚荣和撒谎((别一有电影要上的
时候! 就把你的肥胖油头前夫扣在
我身上) %随后!霍思燕称该女星在
各种网络#论坛中将其$黑%为小三!

并点名指的是黄奕" 两人的骂战也
就此开始((

记者随后联系了霍思燕方面的
宣传人员! 对方透露&$这件事已交
给律师处理" %对于是否一直未收到
黄奕方面的律师函! 对方说&$应该
没有! 我不太了解! 这些是她的私
事" %而霍思燕的经纪人则告诉本报
记者&$既然已经走法律程序了!我
们就按法律来" 该需要向媒体公布

时会公布的! 现在已交给律师处理
了!我就不多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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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清明节!

央视*激情广场+录制了清明特别节目!

刘媛媛#郁钧剑#阿宝#黑鸭子组合等众
多著名歌手参加节目的录制! 与观众们
共同在这个特殊日子缅怀亲人#英魂"

清明节是我国传统节日!是祭奠先
祖!缅怀先烈的重要日子" 恰逢今年是
雷锋牺牲五十周年! 而"月份正是雷锋
精神活动月!从今年伊始便开始积极参
与雷锋活动的刘媛媛!在这次缅怀先烈
的节目中!更希望将雷锋精神传递给更
多的人"

&AA'

BCD

,记者 ´µ¶ 通讯员
·d

- 万众期盼的电影公社.海口
金岛音乐节群星璀璨主场演出在"

月"%日正式拉开帷幕" 位于海口
国兴大道海南省高级体校运动场
的主场大舞台上! 连续三天上演
震撼音乐狂欢" 崔健# 汪峰# 朴
树# 蔡依林# 萧敬腾# 黄小琥#

王若琳# 飞儿乐团等华语歌坛大
腕携手澳大利亚地平线摇滚乐团
和 $凯特的布娃娃% 组合登上音
乐节的主舞台! 绽放耀眼星光!

唱响澎湃激情"

而作为贯穿音乐节的主线的
新.锐音乐人寻访活动! 来自各路

的草根音乐达人在经过层层选拔#

专业评审和一番激烈的角逐之后!

也在音乐节舞台尽情展示自己的音
乐才能和青春激情! 成为海南有史
以来大牌和新生草根新锐音乐人最
盛大最平等的一次聚会和竞技"

据电影公社.海口金岛音乐节
组委会介绍! *新.锐音乐人+ 评
选出的赵振廷# 强哥# 乱码乐队#

)*+*,-,舞团# 老爸茶乐队# ./0乐
队# 励乐队和朱凌霜等草根达人在
音乐节主场演唱会上与蔡依林# 萧
敬腾# 崔健等当红巨星同台献唱!

成为本次音乐节主场演唱会最大的
看点"

#cd&$efgh

" ij# klmnop

BCD

,记者 ´µ¶

-由*雪豹+导
演陈浩威指导!实力派演员王挺主演的
抗日战争戏 *火流星+1月"日登陆江苏
卫视!这是导演陈浩威在成功执导电视
剧*雪豹+!并引起强烈反响后!又一次
尝试抗日战争题材的电视剧!导演不仅
沿用*雪豹+的原班制作班底!还吸引了
众多影帝影后级的人物加盟!金鸡奖影
帝孙淳#金马奖影后秦海璐等都将在剧
中有精彩演出"

电视剧*火流星+以九一八事变为
背景!讲述王挺饰演的霍辰星是一位有
着侠肝义胆的爱国志士!在他正值热血
方刚的年龄!抗日战争的爆发让他加入
剿匪#抗日的的队伍中" 在经历多次任
务后!霍辰星在一次机遇巧合下加入了
侠义团体$火流星%!这是一个劫富济贫
的组织!该组织不仅要帮助穷人!还在
努力控制着一场重大的阴谋!霍辰星则
利用蒙面侠和侦探队长的双重身份全
力阻止了日本在华进行细菌实验"

!2日!网友$南唐遗少%在自己
博客中曝光一组央视著名主持人
主持人敬一丹女儿的照片!并爆出
敬一丹老公王梓木有亿万身家"

$221年!年仅1$岁的王梓木就
已坐上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的位
置!经常出国考察!下去调研!政治
前途不可限量" 但令所有人都大吃
一惊的是!$223年! 王梓木决定辞
去公职" $223年秋天!王梓木正式
下海! 他准备组建一家保险公司"

从妻子关爱的眼光里!王梓木找到
了自信和源源不绝的力量" 经过艰
难打拼!他终于组建了由3"家大中
型企业做股东的华泰保险公司!并
亲自担任董事长" 目前身家上亿"

如今!两人的宝贝女儿王尔晴
也已经是!4岁的大姑娘了! 老公
5-+6是外国人" 王尔晴毕业于世界
名校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是才貌双
全的女孩! 有如此出色的老妈!王
尔晴也是青出于蓝"

&EF'

上世纪九十年代!李谷一#韦唯两
位国内顶级女歌星! 因名誉纠纷涉及
的法律诉讼案轰动全国! 多年来两人
都不愿多谈!但"月!2日晚韦唯做客某
节目!首次回应官司风波!称这场官司
令她错失陪伴父亲的最后时光"

节目中播放一段探访韦唯老家
的视频" 这段视频让韦唯触景生情!

$父亲&"岁就跟着部队去打仗了!看

*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以为石光荣就
是我爸呢!他那行为#动作!都跟我爹
一模一样((我当时精神濒临崩溃!

父亲应该是靠山!那场官司!面对全国
!'#多家媒体记者!我很崩溃!对他,父
亲-喊了一句&/你别说了!我受不了) 0

但他竟然蹦着高喊&/去死" 0最后我突
然听说他不行了!那一天我才意识到时
光走得那么快" 我跟他已经分开&1年!

我曾经发誓不再见他!但其实发誓的时
候! 我真希望听到他们作为我的家长#

长辈#我唯一的亲人!能走到我的面前
说上一句&/我们爱你0!或者是说/彼此
谅解吧0" %

李谷一与韦唯的官司! 缘起一篇
娱乐新闻报道!李谷一被牵扯进爆料韦
唯患有艾滋病的漩涡!最终李谷一将新
闻作者告上法院!韦唯也被卷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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