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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首届古玩珠宝收藏博览交易会
全国古玩珠宝玉石收藏品商家云集超大规模

（12月20日）在鼎臻古玩城隆重举办

诚聘
业务员

举办地点：龙华区海运路新港码头鼎臻古玩城西侧 举办时间：2014年12月20日-2014年12月31日

《小时代3》一批00后萌娃出来抢钱
现实版真人秀导演：湖南卫视
领衔主演：黄磊女儿、陆毅女儿、曹

格一对儿女等

2013 年，湖南卫视的 《爸爸去哪
儿》悄然开播，Kimi、森碟、Angela、
天天、石头5位萌孩迅速爆红，引发萌娃
杀入娱乐圈抢钱的第一波热潮。今年，
杨威父子、吴镇宇父子、黄磊父女、陆
毅父女、曹格率一对儿女更是接棒第二
季，随着节目收视率和口碑齐飞，第二
批萌娃同样成为一批关注度很高的小明
星。不过，萌娃们顶着如此之重的名利
光环，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还有吗？就
像Angela，其实5岁还不到，就整天名
牌傍身，一会去法国秀场，一会现身小
伙伴生日派对惹非议。成名要趁小的好
与坏，谁能说得清呢？

《星际穿越》 都教授和好莱坞大腕狂
赚人民币

现实版真人秀导演：人民币
领衔主演：金秀贤、安吉丽娜·朱莉等

前几年，美国经济不好时，来中国
站台的明星还不够大咖，到了2013，万
达宣布斥资500亿，打造全球第一的青
岛东方影都时，莱昂纳多·迪卡普里
奥、克里斯托弗·瓦尔兹、妮可·基德
曼、凯瑟琳·泽塔-琼斯等好莱坞豪华明
星组团来站台。今年6月，为电影《沉睡
魔咒》 宣传造势，好莱坞女神安吉丽
娜·朱莉首次现身上海。炙手可热的

“水果姐”、“黑寡妇”斯嘉丽·约翰逊、
妮可·基德曼、休·格兰特等也同样是
今年来到中国的红星。

不过，2014年来中国捞金最多的明
星就是都教授金秀贤。据网友统计，金
秀贤目前已在中国拍了35个广告，捞金
过亿。全面覆盖电视、公交、地铁、餐
厅、影院等公共场所，网友大呼看“都
教授”看到吐。不过，能够从容实现星
际穿越的明星就是自身价值的全球化。
从这一点上说，我们不能对这些大咖羡
慕嫉妒恨，而是应该多些反思，中国的
明星为什么走不出去，就算是走出去的
那几个最后也还是要回老家来觅食。

《单身男女2》 姐弟恋男男恋任我恋
现实版真人秀导演：红娘
领衔主演：王菲、谢霆锋，汪峰、章子

怡，郭敬明、陈学冬等

2014年在绯闻经济学中收益最大的
两对就是王菲、谢霆锋，汪峰、章子
怡。有人评论“锋菲复合”不过是娱乐
圈的一次ST重组，两只人气下滑的股
票，在面临残酷的市场和公众善变的压
力下，不得不利用大众的弱点：喜欢偷
窥隐私、喜欢桃色新闻制造点各取所需
的新闻，以完成两只不再被看好的ST股
票的重组，让他们的收益最大化。实际
上，章子怡与汪峰也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汪峰借助章子怡超强的人气，很快
完成了由一个摇滚歌星向娱乐歌星的大
转身，他的出场费也由几万、几十万突
然攀升到上百万，而且每场音乐会的重
头戏就是表白对子怡的爱。

明星有名又有钱，结果就是连恋爱
也任性。不久前，就有网友在微博爆料
称郭敬明和陈学冬已经在一起了。我们
在这里并不想考证这桩绯闻的真伪，我
们想表达的就是娱乐圈真的开放了，连
这样的男男恋都可以公开玩耍。

（据深圳晚报）

《恶战》 双黄狗血剧网络全民耻笑
现实版真人秀导演：蛇精病
领衔主演：黄奕、黄毅清、崔永元等

黄奕混到现在依然还是在二流和三
流之间跑马的角儿，也难怪她红不起
来。看看今年她和黄毅清狗血淋漓的骂
战就知道双方都是什么人了。女方晒家
暴，男骂女“淫猫”，让人不得不感叹
贵圈很乱，有这样的夫妻也真是“绝
配”了。难以想象，上上下下里里外外
都被前夫扒了个底掉的黄奕，以后还有
什么脸面在贵圈出入？

崔永元也是贵圈一“战士”。凡是
存在社会争议的地方必然能看到崔永元
的身影。早前与方舟子舌战“转基
因”，后因意见分歧与司马南“分道扬
镳”，如今又为赵本山二人转与清华肖
鹰掀起口水战……崔永元这一年算是根
本停不下来。今年还有一场隐形的恶
战，虽然拐了一个弯，但也不得不提。
就是网友“巨春雷”微博发表长篇文章
《姚晨和凌潇肃那段被歪曲的往事》，剑
指姚晨。虽然姚晨没有自己直接往刀尖
上扎，但内伤也不轻。恶战必有恶缘，
或许作为看客的我们从此明白了贵圈的
一些事，也就不必再崇拜什么偶像。

《后会无期》 有人重于泰山有人一
地鸡毛

现实版真人秀导演：死神
领衔谢幕：邵逸夫、高仓健等

死亡，是人生的最后归途。但不同
的人生结局都是每个人自己导演的结
果。邵逸夫爵士今年1月8日在家中安
详离世，享年107岁。他作为著名电影
制作人、慈善家与富豪，寿终正寝，留
下很多超越时代的佳话。外号青蛙王子
的台湾著名摇滚艺人63岁的高凌风也
在今年离去。只不过，这位在最红的时
候和刘文正、邓丽君平起平坐的著名艺
人，却在从生病到入院的2年多时间
里，经历了无数劫难。临死之际还在与
前妻为了钱发生大战。

12月10日中国观众最熟悉的日本
演员高仓健去世。这位“活着，就必须
为生命而努力”并一生奉行“行者精
进，忍者不悔”座右铭的老人，留给我
们的是人性的尊严和许多关于生命的思
考。此外，第六代导演路学长，著名导
演吴天明、奥斯卡影帝菲利普·霍夫曼
等都是在今年突然离去。前两者因为
累，后者以自杀告别抑郁的生命。他们
的离去提醒我们：贵圈星光最亮，影子
也最灰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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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年
的娱乐圈总
是风起云涌，
2014年也不例
外，而娱乐圈的种
种，紧紧抓住了狗
仔娱记和众粉丝
的眼球，牵动着
圈内圈外人的
心，下面就借
八部大片之
名，一起回
顾今年娱
乐圈的热
点事件。

《敢死队》 不作死就不会死
现实版真人秀导演：作死 领衔主

演：王全安、黄海波、宁财神、张元、张默、
李代沫、房祖名、郭美美等

2014年，从歌手到演员，再到导
演，涉黄涉毒涉赌人员不断被抓的消
息成为娱乐圈最受人瞩目的事件。网
友戏称将上演“监狱风云”。这些马失
前蹄的明星有的已经出来了，有的将
在监狱里度过他们的2015年。无论时
间多久，他们人生的历史将会因为这
个污点而被改写。无论一个人怎么出
名，怎么有才，做人都是第一位的。
没有人要求明星去做道德完人、伦理
模范，但是，守住普通人的底线，做
个规矩的公民，总不至于也成为高标
准、严要求了吧。

《亲爱的》幸福喊你快到碗里来
现实版真人秀导演：月老
领衔主演：周迅、汤唯、高圆圆等

2014 年 虽 然 有 不 少 明 星 离
婚，特别是此前一直喜欢秀恩爱
的明星如高晓松、徐粲金；吴启
华、石洋子；黄奕与黄毅清；施
南生和徐克等。但是爱情来了谁
也挡不住，幸福喊你快到碗里
来，更让不少明星在缘分降临时
极速闪婚。如周迅5月8日凌晨发
布与男友高圣远的合影，正式公
布恋情，7 月 16 日，在杭州举行
订婚仪式。7 月 31 日，就正式登
记结婚，相隔2个月不到的时间。

“亲爱的，我终于找到你了。”这
样温暖的幸福让2014年的贵圈的
女神和男神都为我们输出了不少
正能量。因为总结一下2014年的
婚礼可以看到，女神级明星并非
喜欢嫁大款，傍富豪，他们更
看重自己平凡的幸福，而且跨
国恋，跨地区恋俨然成为一
种时尚。2014 年喜结良缘
的有杨幂刘恺威，陈思诚
佟 丽 娅 ， 赵 又 廷 高 圆
圆，吴京谢楠，徐若瑄
李 云 峰 ， 戚 薇 李 承
铉 ， 周 迅 高 圣 远 ，
汤唯金泰勇，高梓
淇蔡琳，林依晨
林于超。

《心花怒放》
贵圈“土豪”频爆灯
现实版真人秀导演：牛市
领衔主演：章子怡、孙俪、吴秀

波、范冰冰等

用《心花怒放》来形容贵圈诸
多明星2014年的心态再贴切不过
了。想想看，两年前，说一线男星
的片酬每一集电视剧也才20~30万
左右，如李幼斌、陈道明、孙红雷
等，但是两年后的今天连刚刚演过
《红高粱》的朱亚文都跳到90万/集
了，甚至连小沈阳都有86万/一集。
明星片酬已经高到了什么节奏不是
一目了然了吗。此外，今年以来，A
股市场再次掀起了一股“追星浪
潮”。随着影视公司扎堆上市，众多

“明星股东”登上资本舞台。
有数字统计，近5年来，娱乐

圈已经缔造超50位“明星股东”。
他们中包括冯小刚、陈凯歌这样的
名导演，邹静之、于正等“金牌编
剧”，人数最多的要数演员们，这里
既有唐国强、陈宝国、张国立、王
姬等“老戏骨”，也有孙俪、袁立，
赵薇、范冰冰、吴秀波、陆毅等当
红明星，还有李易峰、贾乃亮等新
生代艺人。所以，圈内亿万富豪频
频爆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