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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18日，杨坤“今夜20
岁”巡演发布会在北京盛大举办，出品
方天浩盛世娱乐介绍，本次巡演将横跨
国内20多个城市，并有机会在大陆以
外城市演唱。

据介绍，巡演首场将于10月25日在
北京万事达中心举行。谈到为何取名

“今夜20岁”作主题时，杨坤表示：“不惑
之年的我，想通过这次巡演，和大家聊聊
青春的那些事儿，用音乐的形式带领大
家一起感念那些属于我们的青春岁月。”

关于演唱会的曲目编排，主办方介
绍，将安排30首左右的歌曲与歌迷分
享。除了《无所谓》、《牧马人》、《空城》、
《月亮代表我的心》等一批大家耳熟能详
的“坤式”经典歌曲外，还将有近期刚刚
录制完成的新歌，如《今夜20岁》、《一万

个女人》等几首新专辑中的歌曲，这些歌
曲，都将在北京的巡演首演中亮相。

随着第三季《中国好声音》的热
播，杨坤作为导师在节目中妙语连珠
且颇有亮点的表现，也引起了歌迷的
强烈兴趣。作为这些学员的导师，杨
坤会否邀请他们出现在自己的演唱
会上？这也成了一大悬念。“我的组
里除了几位实力非常强的女学员外，
也还有多位实力非凡的男学员啊。
我选择学员的标准其实根本就不存
在性别、美丑之分，那都是大家对我
的误解，我只会为我欣赏的好声音转
身。至于演唱会是否有学员同台，要
看我的团队怎么安排，我相信他们会
编排最震撼、最走心的一场音乐秀给
歌迷。”杨坤说。 （钟新）

杨坤“今夜20岁”巡演启动
将横跨境内外20多个城市演唱本报讯 8月16日晚，由颖儿、王

传一、江淑娜、肖剑、贾妮领衔主演的温
馨家庭轻喜剧《美妙的奇遇》结束了在
央视八套（简称央八）的热播，8月17日
晚7时，该剧下部《美妙的情缘》接档该

剧，继续在央八晚黄金档热播。
据介绍，《美妙的奇遇》在央八开播

以后，取得了很好的收视率与口碑，该剧
上部以颖儿和王传一步入婚姻殿堂而
完美“剧终”。不过，究竟两人婚后的家
庭生活会怎样，却成了“悬念”，牵动着很
多观众的心。8月17日晚接档播出的
《美妙的情缘》，作为该剧下部继续在央
八接档，将为观众舒缓“追剧之苦”。

据了解，在《美妙的奇遇》最后，朱
新宇工地求婚成功，两人因为船王女儿
这个美丽的误会相遇、相识、相知、相
恋，也将在以后的日子中相守。妙妙面
对这份门第相差悬殊的爱情，表现出来
的不卑不亢的态度，很是让观众钦佩。
香香公主颖儿也用草根女孩谭妙妙这
个角色，展现了当今社会上正面积极的

“中国梦女孩”形象。然而婚礼中，妙妙
父母意外到场揭穿了真相，得知妙妙身

份真相的黄丽凤精神崩溃，形同痴呆。
有网友评论说，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
越大”，剧中折射出来的门第观念，还是
让很多观众唏嘘。那么，颖儿不是船王
女儿的身份又将如何得到婆婆认同
呢？下部《美妙的情缘》将在本周给观
众带去新的故事发展线索。

在下部《美妙的情缘》中，两个人的
矛盾直接上升到了家族争斗的高度，连
心地善良的朱新妮也被牵扯其中，成为
宫夫人手中的一枚棋子。同时，上部中
一直逗趣搞笑不停的燕小六扮演者肖
剑，也由于初恋情人宫夫人的算计而悲
催地破了产。当看到一身西装革履的
燕小六再次变身平民，很多观众的反应
却是“不同情反取笑”，有网友评论他

“全身上下都是喜剧因子，即使破产了
还是很搞笑”，看来此次燕小六变身民
营老板真的深受观众喜爱。 （钟新）

“情缘”接档“奇遇”央八热播
颖儿王传一美妙婚姻后出现新危机

柯震东
本名柯家凯，中国台湾男演

员、歌手。1991年 6月18日出
生于台湾省澎湖县，就读于私立
中国文化大学体育系。2011
年，因出演台湾爱情电影《那些
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中的男
主角柯景腾走红，并凭此片获得
第4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
演员奖和亚洲电影大奖最佳新
人奖；同年11月11日，演而优则
唱的柯震东发行了个人首张音
乐专辑《有话直说》；2012年，参
演了郭敬明执导的电影《小时代
1》，在片中饰演顾源一角，该片
上映后3天票房破2亿元人民
币，刷新了华语爱情电影单日票

房纪录，总票房近5亿元，柯震
东也因此走红两岸华语影坛。

柯震东主演的电影
2011年：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
孩》

2012年：
《大野狼和小绵羊的爱情》，

《南方小羊牧场》
2013年：

《小时代1》、《小时代2》，《这
一刻爱吧》，《在一起》，《变身超
人年》

2014年：
《小时代3》，《捉妖记》（未上

映）

人物档案

本报讯 由刘荣艳执导，吴怀洁编剧的浪漫
爱情电影《爱情进化论》于8月15日正式与观众
见面，影片上映后不仅收获影迷支持，更获得影评
界好评。

据介绍，该片云集了段奕宏、郭碧婷、戴立忍、
刘雅瑟、谢依霖、谢楠、冯馨瑶等两岸三地实力派
主创，导演将爱情元素与生物学理论完美结合的
新颖方式，更是受到了网友的广泛认可，有不少观
众称“《爱情进化论》是目前少有的比较干净的爱
情影片”。

在片中，郭碧婷饰演的安安外表清纯、内心躁
动，面对多金大叔黎夏和毒舌学霸潘小哲的情感
诉求，不知如何选择。导演以一种别出心裁的表
现方式，用神秘莫测的生物学理论知识，解开了都
市男女“脱光”的密码。 （欣欣）

《爱情进化论》获好评

本报讯 日前，由蔡岳勋执导、坤杰影视传媒
旗下艺人林更新加盟的灾难动作巨片《痞子英雄：
黎明升起》片方宣布，该片将于国庆档期的10月
1日全国公映。

据介绍，林更新继在《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中
出演医术高超、破获龙王案的沙陀忠后，此次又在
《痞子英雄：黎明升起》中出演了一位天才的现代
警察陈真，从一位古代神探变身现代警察，林更新
续写了破案传奇。

林更新出道后一直星途璀璨，其阳光帅气的
外形、观众中的高人气以及在微博上机智幽默的
表现，均令其对名导演和粉丝有着巨大吸引力。
林更新也不负众望，谨慎挑选每部电影，新片《痞
子英雄：黎明升起》中，林更新就要将破案进行到
底，这也是他首度出演刑事侦查组的高智商现代
刑警。 （欣欣）

林更新新片演警察

本报讯 由宁浩执导，黄渤、徐峥、袁泉、
郭涛、李晨、夏雨、雷佳音、沈腾、刘仪伟、熊乃
瑾、陶慧、周冬雨、雍梦婷、张俪、马苏、刘美含、
焦俊艳等全明星阵容加盟的喜剧电影《心花路
放》，日前曝光5张角色海报，宣布该片将于国
庆档上映。

在5张角色海报中，5位女主角施展拳脚狂
“虐”黄渤、徐峥。袁泉变身文艺女汉子，酷酷地推
开黄渤、徐峥；陶慧则化身美艳阿凡达搂住徐峥脖
子，虽然被戳脸，徐峥一脸笑容，却显得十分满意；
杀马特少女周冬雨有仇报仇地对着黄渤的脸抡拳
头；长腿女神张俪温柔了许多，只是把手轻轻搭在
男主角脸上；东北老妹儿马苏则霸气十足，边举啤
酒瓶边把黄渤压在身下。“戳、踢、推、弹、捏”五大
温柔“酷刑”，让黄渤和徐峥两位难兄难弟被“调
戏”到哭笑不得，这组海报也曝光了影片的大致
内容。

宁浩的作品向来以“艰苦”著称，从《疯狂的石
头》到《无人区》，黄渤、徐峥两人一路摸爬滚打、吃
尽苦头。此次在电影《心花路放》中，两人虽然享
受史上最高待遇，遭遇袁泉、陶慧、周冬雨、张俪、
马苏5位女生的“调戏”，但黄渤却始终表示，“每
一次艳遇都是一次劫难”，如此“温柔”地考验，想
必也是这个铁三角合作以来黄渤、徐峥在影片中
最兴奋的一次。

据悉，《心花路放》将于9月30日国庆档上
映。 （欣欣）

本报讯 日前，嘉田文化发展（天津）有限公
司发表声明称，该公司是韩国KBS《两天一夜》模
式在中国的唯一使用方，中国版第二季将在东方
卫视播出。随即，韩国KBS电视台公开发文，直指
四川卫视一节目的名字涉嫌侵权和虚假宣传，并
表示要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投诉。多方压力
下，四川卫视回应称该台相关节目的模式、Logo、
名称和《两天一夜》完全无关，是自主研发节目。

原来，因为四川卫视播出了中国版《两天一
夜》第一季，但其新节目名字中有“2天1夜”元素，
即便做出无关的回应，仍遭到质疑。据了解，
2013年，嘉田文化引进模式、投资并独立制作的
中国版《两天一夜》第一季在四川卫视播出，取得
了不错的收视和观众口碑，四川卫视决定趁热打
铁，于今年5月29日在北京举办了名为《明星家
族的2天1夜》的新节目招商发布会，因涉嫌“第
二季《两天一夜》”等混淆视听的说法，导致了这场
版权纷争。 （欣欣）

《两天一夜》版权现纷争

连日来，关于“明星涉毒”的新闻被集中报道，
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强力关注。北京警方透露，其
实警方并没有专门针对明星开展缉毒行动，这些
被抓获的涉毒明星，只是近期开展的涉毒专项行
动中抓捕的现行。

从3月17日北京警方抓获歌手李代沫在家
吸毒，到近日抓获台湾演员柯震东吸毒，粗略统
计，今年被北京警方抓获的娱乐圈内“瘾君子”已
达10人，涵盖了导演、编剧、演员、歌手、音乐人等
各个行当。下面就分别细数这些被抓的“吸毒明
星”有哪些：

歌手李代沫
3月17日，李代沫在家且容留他人吸毒被北

京警方抓获。
导演张元
6月13日，著名电影导演张元因吸毒第二次

被北京警方抓获。
编剧宁财神
6月24日，著名影视编剧宁财神因吸食毒品

被北京警方抓获。
香港演员张耀扬
7月2日，香港男演员张耀扬在北京朝阳区某

酒店客户里涉嫌吸毒被警方抓获。
演员何盛东
7月14日，国内演员何盛东因吸毒被北京警

抓获。
演员张默
7月29日，青年演员张默因吸毒第二次被北

京警方抓获。
演员高虎
8月4日晚，北京警方在朝阳区将正在吸食毒

品的演员高虎抓获。 （冯巍）

链接

那些因毒被抓的明星

《心花路放》内容曝光
定档国庆上映

对于柯震东吸毒被抓的消
息，曾经与他合作过内地电影

《小时代》系列的女明星郭采洁
通过经纪人叶乃文表示：“虽然
他很年轻，但是他非常看重自己
的影响力，现在网络上未经证实
的传闻是非常伤害的。”

今年演出了《小时代3》的锦
荣也通过经纪人回应他对此事的
看法：因为拍戏时共同场次少，两
人私下也没有共同的兴趣，交流
不多，仅在宣传电影时偶尔互动，
所以对柯震东不算很了解。但锦
荣认为此消息应该是假的。

演员柯震东在京吸毒被抓
将处以行政拘留14天

23岁的他今天本该庆祝出道3周年

本报讯 台湾青年男演员柯震东
因在北京吸毒已被北京警方控制，8
月18日，北京多家媒体证实，柯震东
吸毒被抓情况属实，目前此案正在进
一步审理中。

8月17日晚8时左右，网友在微
博里上传消息，曝光了台湾男演员柯
震东在内地吸毒被抓一事。网友徐航
在微博上发文称：“柯震东吸毒被抓
了，我爸审了一宿，等着看新闻啊”，该
网友还表示，“我骗你们干啥啊”，之
后，该消息被四处转发。对此，柯震东
的经纪人怡辰表示，柯震东这几天没
有工作，正在休假中，已经听说这件
事，正在联络柯震东，柯震东的家人也

联络不上柯震东。
2011 年，柯震东靠台湾小清新

爱情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
孩》一夜暴红，该片在台湾的上映日
是正好是2011年的8月19日，因此，
2014年的8月19日可算是他正式出
道3周年，然而，就在不少粉丝等着
为他庆祝出道3周年的时候，这位新
星却不见了。

8月18日晚8时，柯震东的经
纪公司发表声明向公众道歉时称，
柯震东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将处以行政
拘留14天，并且很快就可让直
系亲属探视。 （钟新）

本报讯 8月18日晚，柯震东所在
经纪公司群星瑞智国际娱乐股份有限公
发表声明，表示全公司上下非常痛心，旗
下艺人柯震东辜负粉丝的喜爱，公司也
责无旁贷，真诚地表示对不起粉丝。

声明全文如下：
日期：2014年8月18日20时
发稿人：柴智屏
8月16日星期六晚上，当经纪人焦

急告诉我，昨天整晚找不到柯震东，传
闻他因吸毒在北京被抓，我根本不能相
信，公司再三声明，年轻人出去不管怎
么玩，绝对不能接触毒品，震东也曾当
我面说：我答应母亲绝对不吸毒！但是
8月17日星期日晚上，当北京友人陆续
传来小道消息，我十分着急，不知道如
何去证实事情的真伪，也完全不明白柯
震东在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如
果真的涉嫌刑事案件，在家长和我没有
接获任何通知的情况之下，我无法告知
大家任何讯息。

今天下午，我在北京律师的陪同之
下，去了北京东城拘留所，电脑里没有柯
震东的任何资料，我抱着一丝希望相信是
误传而离开。在这些过程中，我所得到的
有关柯震东的消息跟大家一样，从内地各
大媒体被“证实”柯震东已被拘留。

直到今晚6点半，接到公安机关电
话，告知将会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被行政拘留 14 天，
很快就可以让直系家属探视。听闻此
事，几近崩溃！

在此，先谢谢媒体朋友们的包容，
我之所以从昨晚到现在，没有接听任何
电话，是因为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假如
震东真有涉嫌吸毒被捕，在什么时间
点，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跟哪些朋
友，我们完全没有资讯，我们只知道柯
震东犯错的事实，却不知道细节，一切
有待更进一步的了解。

拖延了一天，非常抱歉，我们是柯
震东事业上的家人，在他事业成长之中
疏忽了他的生活教育，一直期许他能自
律自爱，但是他却做出错误的行为，最
坏的示范。全公司上下与家人都非常
痛心，现在证实，他真的犯了错，就该承
受法律的责任，但身为艺人的他，漠视
了社会大众的期待，辜负了家人与公司
对他的爱，伤了支持他爱护他的影迷们
的心，年少轻狂不是借口，虽然我们完
全无法原谅他的行为，但我们对柯震东
的错误责无旁贷，请让我们向社会大众
郑重的道歉，说一声对不起！

现在心中只剩遗憾！

柯震东经纪公司昨晚发声明：

现在心中
只剩遗憾

本报讯 今年4月，在成龙60周岁大寿举办
庆祝活动期间，柯震东曾自曝，他也到北京，为成
龙大哥庆祝六十华诞。

柯震东当时表示：“大哥不收礼物，我就答应
大哥，不把房祖名带坏。”

然而柯震东吸毒被抓新闻曝光后，特别是当
网友看到房祖名也因涉毒被刑事拘留后，感叹柯
震东“太坏了”。 （钟新）

柯震东曾向成龙保证：

不把房祖名带坏

本报讯 尽管台湾、香港媒体已于8月18日
披露了柯震东涉毒案还有一起案中案——与柯震
东一同被警方控制的还有成龙之子房祖名，但18
日下午却传出的是相关方面的“辟谣”，称房祖名

“没事”。但18日晚间，北京多家媒体均证实，房祖
名因被查出50克毒品，已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

北京媒体称，柯震东与房祖名涉毒的消息震
惊了两岸三地，18日下午得到消息证实，两人均已
被公安部门拘捕，而且房祖名案件“恐涉嫌刑事犯
罪”，“并非简单的涉毒治安案件”。

据了解，拘捕房祖名、柯震东的当天，警方在
现场发现了有超过50克的毒品，这就超过了“吸
毒”的分量，有可能被控为贩毒。而根据中国内地
的法律法规，任何人若贩运50克以上毒品，最高刑
罚可被判处死刑，最低刑罚亦要监禁三年至五年。

北京媒体称，房祖名近年长居于北京，消息指
他多年来在北京认识了很多演艺圈和模特界的朋
友，又经常开派对，邀请各方男女尽兴庆祝，所以
被捕当日，还有相当多的靓女及演艺人士参加，个
个都以房祖名的马首是瞻，而被捕期间，柯震东刚
巧在北京做宣传，亦在房祖名邀请之列。 （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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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人中的好友多半相信柯震
东，许多粉丝也上网留言，呼喊柯
震东快点出来。有的说“希望不

是真的”，有的说“你快出来吧”，
有的还说“6天没发文了！”说明柯
震东的粉丝还是很着急的。

明星反应

粉丝声音

柯震东涉毒案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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