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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部影片角逐金熊奖

参演《出彩中国人》后大受关注

4岁小子张峻豪
将登羊年春晚

本报讯 在去年的《出彩中国人》第一季比赛
中，当时年仅3岁的光头小子张峻豪，凭借其逗趣
可爱的“随便跳”舞蹈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关注和喜
爱。记者日前从央视获悉，今年4岁的张峻豪将
登上2015年羊年春晚的舞台。

据介绍，张峻豪日前已经收到了2015年羊年
春晚的“彩排邀请函”，成为了“直通春晚”的表演
者之一。而他身上纯真简单、机灵活泼的孩子气，
也将通过春晚大舞台，把温馨有爱的正能量传递
给更多中国观众。张峻豪母亲表示，如果最终确
定登上羊年春晚舞台，小峻豪将沿用一贯的表演
方式为全国观众带来他的个人舞蹈，他也因此将
成为春晚舞台上年龄最小的舞蹈演员。 （钟新）

本报讯 近日持续热播的《我是歌
手》迎来了新一轮大战，连一向睥睨群
雄的韩红也不敢轻敌，不仅花重金请来
豪华马头琴乐团保驾护航，唱功方面更
是汉语蒙古语交错演唱，将一首《莫尼
山》演唱得气势宏伟而又委婉动人。

历经多番音乐厮杀，韩红始终稳坐
前三，堪称前三钉子户。稳重的台风、高
超的现场控制力以及场场不落俗套的表
现，韩红用强悍的实力在《我是歌手》舞
台上力证自己宝刀未老。“军火库”充足
的韩红自信满满地表示，前三场比赛只
是“开胃小菜”，并称经过前几场“开嗓”，
自己全身的音乐血液早已沸腾，早就期
待大战一场，直言这次“要来真的”。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誓要大展身
手的韩红重装上阵，继吉他乐手、管弦
乐队、陶笛大师之后，她又花重金请来
了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马头琴乐团倾
情助阵，12位乐手的豪华阵容一字排
开，顿时将整个舞台变成了一个极具艺

术氛围的小型音乐会现场。
据悉，为了邀请乐队和表演嘉宾等

外援，韩红已自掏腰包花费了50万元，
可谓下足了血本，她也因此被网友调侃
为“土豪”，称其“有钱就是任性”。对此
韩红表示，音乐的价值无法简单地用金
钱去衡量，之所以花重金请来这些优秀
的艺术家助阵，只是为了给观众带来最
极致的音乐体验。 （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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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深圳1月20日电（记
者吴俊）20日上午10时许，内地
著名青年歌手姚贝娜追思会在深
圳殡仪馆礼堂举行，数千名歌迷、
群众前往追思会现场送别姚贝
娜。

记者了解到，20日早上6时
左右，已有大批歌迷手捧黄、白菊
花，从深圳甚至外省来到深圳殡
仪馆等候参加追思会。

深圳市市长许勤、副市长吴
以环致电姚贝娜亲属，对姚贝娜
的去世表示惋惜和哀悼，对其亲
人表示慰问。

追思会现场分为歌迷区、音协
区、校友区等几个区域。现场没有
播放哀乐，而改为反复播放姚贝娜
生前所唱的歌曲《红颜劫》等。

姚贝娜因癌症复发，1月16日
下午病逝于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其
生前已签署眼角膜捐献书，医生进
行了摘取眼角膜手术，目前眼角膜
已移植给两位患者，受助者已重见
光明。

姚贝娜1981年9月出生于
湖北省武汉市，毕业于中国音乐
学院，2008年获得第十三届cctv
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流行唱法金
奖。2013年7月参加《中国好声
音第二季》，一曲《也许明天》惊艳
全场。曾于2007年、2010年和
2014年三次登上央视春节联欢
晚会。

本报讯 作为姚贝娜2011年乳
腺癌手术的主刀医生，曹迎明这两天
的生活完全乱了，“我明天的手术也
取消了”，曹迎明对北青报记者说。

2011年5月手术

2011年5月31日，姚贝娜做了
乳腺癌的切除手术。

曹迎明开始只是把姚贝娜当做
一位普通的患者，“她第一次来我这
里时，带了一名助理，助理跟我介绍
说她是个歌手，可是我这个年纪，从
来不会关注这些流行音乐的事情，也
根本不认识她。”检查后，曹迎明发现
姚贝娜的左乳乳晕区局部皮肤有凹
陷，凭着常年的经验，他直接建议姚贝
娜马上做手术。此后，姚贝娜出于谨
慎考虑，又去了别的医院，而别家医院
的诊断都是“正常”，顶多是炎症或者
纤维瘤。但两周后，姚贝娜又回到了
人民医院。

姚贝娜太年轻了

就这样，姚贝娜做了乳腺癌切除
手术，整个手术分为三部分，先是做病
理化验，半小时出结果，确认姚贝娜是

乳腺癌；第二步则是做了左乳切除手
术；第三步则是整形再造手术。曹迎
明透露，整个手术是充分准备好了，而
且手术后所有的结果都显示非常优
秀，对于姚贝娜而言，唯一不好的“指
标”就是她太年轻了，所以，曹迎明建
议她做化疗，“如果是四五十岁的高发
人群，手术后有这样好的检查结果，我
们根本就不会让她再做化疗。”

后来在参加《中国好声音》前，姚
贝娜也去征求了曹迎明的意见，于
是，不看流行音乐节目的曹迎明也成
了姚贝娜的粉丝。

去年6月发现转移

患者都会定期去医院复查，每次
都是曹迎明和姚贝娜联系，“你该来
医院复查了。”可是随着姚贝娜因《中
国好声音》而走红，她越来越忙碌，忙
得有时就忘了复查。

2014年，曹迎明又给姚贝娜打
电话督促她来复查，姚贝娜说行程太
忙了，只有一天可以来医院。那天是
2014年6月27日，也是从那天，曹迎
明的心里有了阴影，“那天的检查结果
是她的肝脏、骨头都出现了问题，这么
短的时间就出现了癌细胞的严重转

移，让我十分惊讶，她这么年轻，而且
当初恢复得那么好。我跟她说别太劳
累，‘让你爸给我打电话。’”很快，姚贝
娜的父亲从深圳来到北京，“我跟她父
亲也是在这间办公室谈了情况，我说，
现在又要面临重要选择，我希望姚贝
娜化疗。”不过这个建议，被姚贝娜否
决了，曹迎明说：“姚贝娜太热爱自己
的事业了，宁可牺牲很多其他东西。”

最致命是脑转移

在姚贝娜牺牲掉的东西里，就
有健康，曹迎明说那时看姚贝娜的
朋友圈每天就是飞啊飞啊，有时一
天恨不得要去两三个城市，她不仅
唱歌还要跳舞，“因为癌细胞已经转
移到她的肝脏和骨头了，所以一定
不能累着，我提醒她不要跳舞，容易
造成病理性骨折，我也提醒她注意
休息，不要熬夜。”

曹迎明表示，姚贝娜病情恶化得
如此厉害是因为她是通过血型转移，
先是肝脏、骨头，后来传出的咳血就
是已经转移到了肺，而最致命的是脑
转移，“而她的乳腺没有问题，切除的
左乳和好的右乳都没有病变。”

（据《北京青年报》）

姚贝娜追思会在深圳举行
深圳市长致电慰问

手术医生曹迎明透露：

姚贝娜去年6月已发现癌转移
建议癌症患者不要盲目恐惧，别太劳累

本报海口1月20日讯（记者卫
小林）由陈木胜监制，关信辉导演，杨
千嬅、古天乐领衔主演的爱情电影《可
爱的你》日前确定档期，将于3月20
日开始全国同步公映，这是记者今天
从海南几大院线获悉的。

据介绍，杨千嬅和古天乐曾多次
联合主演电影，是不少观众心目中的
最佳银幕情侣，然而此次出演《可爱的
你》，才是两人第一次扮演夫妻，这让
观众对他们在片中的表演有了不少期
待。记者今天还从院线获得了片方曝
光的浓情版海报和吻戏剧照，杨千嬅
和古天乐两人身处温馨浪漫的餐厅，
庆祝结婚10周年，片中，两人深情对

望，羡煞旁人。
记者了解到，由香港银都机构、

寰宇娱乐和北京剧魔影业等联合出
品的《可爱的你》，讲述的是因元田
幼儿园的5个孩子缺少温暖，杨千嬅
饰演的吕慧红和古天乐饰演的丈夫
谢永东，决定放弃结婚10年之际周
游世界的计划，吕慧红在丈夫陪伴
和支持下，去帮助5个孩子并且最终
使他们坚定了理想，收获了幸福。
这部影片既有完美的爱情故事，更
有夫妻情感之外的人间大爱的叙
述，浓情蜜意之中，人间真情突显，
丰富多元的情感讯息，淋漓尽致地
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央视春晚官方公布
首批明星阵容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隋笑飞）1月19日下
午，央视春晚剧组公布了首批加盟的明星名单，陶
喆、莫文蔚、张丰毅、朱亚文、段奕宏、佟大为夫妇
等确认加盟。

其中，实力唱将陶喆有《找自己》《小镇姑娘》
《爱很简单》等多首代表作广为流行，此次再登春
晚舞台，将以怎样的姿态亮相？香港女歌手莫文
蔚不但会作词作曲，而且凭借圆润中略带沙哑的
独特嗓音征服了无数歌迷，《盛夏的果实》《忽然之
间》《如果没有你》等代表作传唱至今，今年她又将
奉献怎样的作品？张丰毅、朱亚文、段奕宏等3位
当红影视明星登台，又将表现如何？佟大为将偕
妻子关悦演绎怎样的默契配合和夫妻情深？一切
都要看他们在除夕夜的表现了。

据新华社柏林电 （记者郭
洋 唐志强）第65届柏林国际电
影节19日公布了最后一批入围
主竞赛单元的7部影片名单。至
此，主竞赛单元23部影片名单全
部出炉，其中除4部影片只展映

不参赛外，将有19部影片参与角
逐本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
奖。

在最后一批入围的7部影片
中，参赛片包括罗马尼亚导演拉
杜·茹德执导的影片《真棒！》、智

利导演巴勃罗·拉腊因的《俱乐
部》、智利导演帕特里西奥·古斯
曼的纪录片《珍珠纽扣》、日本导
演萨布的《天之茶助》以及意大利
导演劳拉·比斯普里的《守贞
女》。只展映不参赛的两部影片
为：德国导演奥利弗·希施比格尔
的《埃尔泽》和德国导演维姆·文
德斯的《一切都会好的》。

《一步之遥》成为唯一一部入
围主竞赛单元并参与“争熊”的中
国影片。该片由姜文执导，姜文、
葛优、周韵、舒淇等人主演。

德国柏林电影节与法国戛
纳电影节和意大利威尼斯电影
节并称“欧洲三大电影节”。第
65届柏林电影节将于2月5日至
15日举行。开幕影片为西班牙
导演伊莎贝尔·科伊克塞特的新
作《没有人喜欢黑夜》，本片也将
角逐金熊奖。

汤唯薛晓路发起
公益项目关注自闭症
大学生电影节上主题征片

据新华社电（记者白瀛）演员汤唯、导演薛晓
路发起的“星星快行动”关注自闭症儿童公益项目
19日在京启动，将联合第22届北京大学生电影
节开设“关注自闭症儿童”主题征片单元，旨在让
更多人通过电影走近自闭症儿童的世界。

汤唯曾和薛晓路合作过电影《北京遇上西雅
图》，而薛晓路则是国内电影界关注自闭症儿童的
先行者，她和李连杰、文章合作的电影《海洋天堂》
即关注了这一群体。

据汤唯介绍，去年10月20日，她前往国内第
一家自闭症儿童服务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
探访，与校内专家、家长及孩子接触、沟通，开始了
解自闭症儿童的世界，包括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学
校和父母的忧虑，同时也了解到在更多人的观念
中，仍然存在许多对于自闭症群体的误解，由此开
始萌生为他们做点什么的想法。

“作为电影人，在专业领域里能为这个群体尽
力做到的就是把他们的故事和人生放入电影，并
通过电影推动整个社会对他们的了解、接纳、包
容。”汤唯说。

据介绍，本次“关注自闭症儿童”主题征片单
元由汤唯、薛晓路、金泰勇、刘仪伟、张一白、曹保
平担任评委，将评选出一二三等奖，获奖者将有机
会参与安乐影业的电影项目。

此外，“星星快行动”项目吸引了冯小刚、刘德
华、周迅、王力宏、邓超、彭于晏、黄磊、廖凡、刘若
英、徐若瑄、陈慧琳、许茹芸等30多位明星参与，
呼吁“关注自闭症儿童，从我做起”。

携“土豪级”乐队出战《我是歌手》

韩红：这次我要来真的

刘德华确定上春晚
本报讯 继央视综艺19日在其官方微博上

公布了羊年春晚的首批明星阵容后，1月20日，
消息人士曝出重磅明星加盟消息。记者获悉，这
位重磅明星就是刘德华，他确认将参加羊年春晚，
这也是华仔暌违10年后重返春晚舞台。此外，当
红组合TFBOYS也被爆将加入央视春晚大家庭。

在香港歌坛四大天王中，刘德华上春晚次数
最多，郭富城和黎明其次，张学友从未上过春晚舞
台。1992年，华仔与张雨生、毛阿敏合唱《心中常
驻芳华》，当时他与张雨生都是提前录制好演唱视
频，现场唯有毛阿敏一人，尽管并非现场献唱，但
这却成了华仔与春晚的首次结缘。算上1995年
的《忘情水》，1998年与毛宁、张信哲合唱《大中
国》、1999年的《回家真好》以及2005年的《恭喜
发财》，华仔已先后5次登上春晚舞台。时隔10
年，华仔重返春晚舞台，这也是其升级为父亲之后
首登春晚舞台。

另据悉，外传包括鹿晗、吴亦凡等在内的小鲜
肉们也将集体打包上春晚，其中，当红组合TF-
BOYS呼声甚高。对此，TFBOYS公司工作人员
表示，目前仍未收到相关消息，但记者通过可靠途
径获悉，他们登上央视春晚的可能性很大。（钟新）

新华社胡志明市1月20日电（杨
迪生）由中国和越南合作拍摄的爱情喜
剧电影《越来越囧》20日在越南胡志明
市开机。

该片主要讲述一对中越情侣动人的
爱情故事，由中国导演郭翔执导，中国香
港演员马德钟、中国大陆演员王大治、越
南演员庆美领衔主演，中国广西首尔文
化传播公司与越南业胜影视广告制作公

司联合摄制。据总制片人程毅介绍，该
片通过反映中越两国民间友好交往的故
事，旨在加强与增进两国文化交流，颂扬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友好情谊，也是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合作亮点。

该片将分别在越南胡志明市、芽
庄，中国深圳、南宁、桂林，以及泰国与
柬埔寨等地取景拍摄，预计今年9月在
中国和越南院线同时发行。

中越合拍片《越来越囧》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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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可爱的你》剧照

张峻豪在《出彩中国人》舞台上

《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冠军张碧晨
（右）前往送别姚贝娜

华谊总裁王中军（中）前往送别姚贝娜

数千歌迷来到现场，送姚贝娜最后一程。新华社发

那英在姚贝娜追悼会上痛哭

杨千嬅古天乐首演夫妻

爱情片爱情片《《可爱的你可爱的你》》定档定档33月月

据新华社巴黎1月20日电（记者
尚栩）据戛纳国际电影节官方网站消
息，美国著名影人科恩兄弟——乔尔·
科恩和伊桑·科恩将联手出任第68届
戛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

戛纳电影节官网说，科恩兄弟将是
戛纳电影节历史上首次由两位知名电
影人共同“执掌”评委会的双主席。

科恩兄弟是当今好莱坞乃至世界

影坛最炙手可热的独立制片人组合。
1984年，他们的作品《血迷宫》引起轰
动，成为美国独立制片史上一部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电影，兄弟两人也是戛纳电
影节的宠儿。1991年，其作品《巴顿·
芬克》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2013
年，《醉乡民谣》获戛纳评审团大奖；二
人凭借《冰雪暴》和《缺席的人》分别于
1996年和2001年获戛纳最佳导演奖。

科恩兄弟任戛纳评委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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