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声音落幕之后! 很多都成了
香饽饽" 但好声音所引发的#合约$

争议才刚刚上演% 节目制作方灿星
制作公司透露! 目前已经有!"名学
员和他们签约" 然而!据了解!部分
人气学员却选择了&逃单$!自己规
划自己的音乐发展路% 吴莫愁目前
的动向尚无具体说法!有人猜测!不
排除吴莫愁会与识人善用的庾澄庆
有合作%而身兼歌手与音乐制作人!

山野早前已经创立了自己的文化传
媒公司!并为多位歌手制作专辑%

另据了解!好声音节目还在进
行的时候!就爆出接下来将在全国
进行#$场的巡演% 但从目前了解到
的情况来看!好声音首轮演出已经
锐减到%$场% 据悉!报价太高成为
许多演出商不敢接招的最主要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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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就是我的'()*+( 作为 '江南
'()*+(续集!除了沿用同样的音乐外!几
乎和'江南'()*+(并无关系% 该,-的真
正主角应该是 #韩国国民女神$ 金泫
雅!而原,-中吊丝范儿的#鸟叔$这次
也完全变成了高富帅%

'江南'()*+(开篇时!#鸟叔$穿着一
件白色汗衫戴着一个山寨墨镜对着镜
头唱#./0江南'()*+)哥哥就是高富帅*$

的情节笑爆了不少人!而在'哥哥就是
我的'()*+(中!&鸟叔$身穿镶钻的礼服
坐在凳子上!偶尔扭动下上身!等着身
材火辣的泫雅来挑逗" 泫雅用尽了胜
过林志玲的娇嗲声+嘟嘴扮萌+各种性
感姿势等招数! 对此网友吐槽!#我的

女神泫雅为什么要和这个胖大叔热
舞,-$此外也有网友认为是金泫雅想借
用#鸟叔$的名气走向世界%

此外! 该,-中的普通得不能再普
通的舞蹈让众多网友不满!#,-中淡化
鸟叔独创的马式舞步也就无所谓了!但
导演如果就想用金泫雅的热舞吸引观
众!那也太没诚意了吧% $此外!在,-

中!#鸟叔$也不再一直重复跳自己的招
牌骑马舞!而是跳起#太空漫步$+#抖
肩$等常见舞蹈动作!对于'哥哥就是我
的'()*+(中的#鸟叔$!不少网友说.&鸟
叔!这个续集会毁了你的!这完全是想
借前作骗点击率!太让人失望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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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一轮密集的公演活动之

后! &鸟叔$ 日前飞离韩国开始出外
登台捞金" 离韩前! &鸟叔$ 还在网
络上曝光了自己的一张搞笑照片" 照
片中! 只见他穿着招牌西装! 头朝着
一边看似很懊恼! 手上则拿着一张看
板以英文写着 &不要讨厌我$ 12.34

( 50(+ 6+7! 发文时并以 &,$ 表示惊
叹! 目前已经超过"8$$$人次按赞! 并
有近四千人留言" 有许多网友表示
&大家都爱你$+ 并安慰他 &绝不会讨
厌你! 只会更爱你$/ 相反的也有网友
看了这张照片表示 &就是讨厌你$! 评
价两极分化"

此外!&鸟叔$旧歌'9:;5( <.=(的
,-目前又再度在网络上掀起一股热
潮"片中!鸟叔同样玩起&无厘头$!扮起
肌肉男大跳广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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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诚勿扰(改版升级了" 这次不
仅要音乐大变脸+全场>"$度全方位的
舞台升级!最重要的是!将推出一个全
新的规则.爆灯"而伴随着新规则的出
现! 台上还将出现一种新的身份.&动
心女生$"

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心动女
生$一直是指男嘉宾最中意的女嘉宾"

而升级之后的节目中将出现 &动心女
生$! 是指对男嘉宾很中意的女嘉宾"

要成为&动心女生$!首先要求女嘉宾
进行&爆灯$操作" 江苏卫视品牌推广
部主管刘宇哲介绍.&在男嘉宾进入权
利反转前的任意环节! 女嘉宾只要特
别中意该男嘉宾! 随时就可按下爆灯
键!第一个爆灯的女嘉宾将成为0动心
女生1"0爆灯1后女嘉宾就没有任何反
悔的余地!她面前的灯就再也不能灭!

即使是男嘉宾也无权灭掉! 能够直接
进入最后权利反转的环节"同时!动心
女生将在最后环节率先登场! 更拥有
率先告白权!争取自己的幸福"这样以
往男嘉宾在最后决定的环节最多三选
一)心动女生!加上两名还亮着灯的女
嘉宾*!现在增加了&动心女生$之后!

将成为四选一的局面" $

孟非很赞成新规则!&有时候女嘉
宾呆的时间长了! 一直在灭男嘉宾的
灯!接受男嘉宾的告白!有时会有一种
错觉!有一种优越感的膨胀"而爆灯规
则!会让女嘉宾站到告白者的角度!更
多地去做出追求的举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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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台湾媒体消息! 昆凌驾驶周杰
伦所赠送的奥迪??百万跑车没有打方
向灯就突然变道! 造成同向的煞车不
及直接撞了上去!%男%女受伤送医" 昆
凌在制作笔录时一度情绪失控! 吓得
无法说话! 等经纪公司的人到了才恢
复镇定!到医院向受伤的骑士道歉" 周
杰伦也透过公司杰威尔表示.&希望大
家平安无事!我会为他们祷告" $公司
也强调周董会为伤者祈福!&但其他部
分就不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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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博纳影业在官方微博上宣
布徐克新片>2版 '林海雪原( 正式启
动! 并公布一张导演徐克与博纳影业
集团董事长于冬+ 黄建新在哈尔滨的
合影" 根据于冬之前透露的消息!他十
分期望姜文能出演杨子荣!&甚至都快
求他了!我说姜爷!这个角色希望你能
演$! 但是根据博纳影业官方微博回
应!姜文能否参演还要看缘分" 不过于
冬也表示!这次一定会是全明星阵容!

因担心港台演员对'林海雪原(的故事
不够熟悉和理解! 此次决定全部由内
地明星出演!于冬强调&选角也会本土
化!尽量启用东北籍演员" $于冬还透
露!片中将有大量表现战争+滑雪等大
场面!拍摄难度非常大!而此次担任>2

制作的团队正是曾制作出'龙门飞甲(

的原班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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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冬目前不便透露演员情况!那
么符合这个标准的东北籍明星有谁
呢!我们不妨做个猜想.赵本山+孙红
雷+刘烨被认为是主角的大热人选!早
前就有影迷称赵本山太适合座山雕
了!此外!这几年比较有观众缘的东北
籍明星还有佟大为+张国强+王千源+

张译! 当然和博纳合作过的 '大笑江
湖( 的小沈阳也符合条件" 女明星方
面!李冰冰+秦海璐属于热门!郝蕾和
董洁及近年戏约不断的宋佳+ 秦岚和
马苏也是东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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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声音(已落幕!吉克隽逸的签约去向依旧成谜"近日!

有消息称吉克隽逸将签约华谊兄弟!%"日!华谊否认了该消息"而
据知情人士透露! 吉克隽逸的新东家将在本月底召开发布会!其
签约费高达#$$$万元人民币"

从&导师四强$角逐赛开始!彝族歌手吉克隽逸的负面新闻开
始见诸各大网络报纸!巅峰决战前后!负面新闻更呈汹涌之势"吉
克隽逸只在微博上对第一条曝出的&机场奢侈照$进行过解释!并
作出了&找茬$的反击" %"日!吉克隽逸身边好友接受采访表示!吉
克隽逸一开始是想斗争下的!但后面发现完全斗不过来!因为这
些是非常专业的&无事生非$者!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搅浑水!&这
样的话!那我们永远也无法澄清什么"吉克看清了这点!虽然那些
消息爆出后让她很难过!但也放弃解释!无从解释" $

对于有传吉克隽逸加盟华谊一事!%"日!华谊相关人士表示!

之前确实与吉克隽逸在签约问题上进行过沟通!也开出了相对丰
厚的条件!但是的确还没有成功签下吉克隽逸!目前仍在争取!所
以也不排除与吉克隽逸签约的可能性" 目前!吉克隽逸仍是&单
身$状态"不过!有知情人透露!吉克隽逸的确已签约了新公司!新
东家的签约费高达#$$$万元人民币!其中8$$万元是签约金!%#$$

万元是制作费!签约仪式将在%$月下旬举办" 吉克隽逸的新专辑
正在筹备!导师刘欢将对她进行指导" 至于吉克隽逸究竟签约的
是哪家公司-该人士只表示会是海蝶+华纳+天浩盛世三家公司中
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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