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尼斯受访调侃女演员

姜文：你们能不整容吗？
当地时间 8 月 31 日，姜文作

为第 70 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
委，接受了中国媒体的访问。 谈
到新片《一步之遥》选角，姜文的
炮火对准了候选女演员， 他说：
“你们能不整容吗？ 在我眼里，从
来 没 有 一 个 人 因 为 整 容 变 漂
亮！ ”姜文随后还叮嘱在场记者
帮忙呼吁———多运动 ， 多晒太
阳，不要整容。

除了担任评委，姜文导演的
处女作 《阳光灿烂的日子 》将在
威尼斯重映。 影片曾帮助男主角
夏雨成为威尼斯电影节有史以
来最年轻的影帝。

记者 ：新片《一步之遥》筹
备得怎样了？

姜文 ：这几个月 ，我一直在

选演员。 我觉得你们(注：记者)都
没整容，是吧？ 这就非常好看。 你
非得弄扁了 ，垫高了 ，这么着不
好看。 为什么要整容啊？ 在我的
眼里，从来没有一个人因为整容
变漂亮的， 那我就更不得其解，
为什么要整容？ 为什么要花这些
冤枉钱？ 多去运动运动，晒晒太
阳、跑跑步，对父母好点儿，对朋
友好点儿，这样更美。

记者：那您选演员的标准是
什么？

姜文 ：首先得漂亮 ，然后能
歌善舞。 女演员不漂亮还能怎样
呢 ，男的难看点就算了 ，女的还
是得好看点儿，起码跟我一样好
看，就可以做女演员了。

据腾讯娱乐消息

李孝利低调完婚
头戴花冠 白裙唯美

韩国当地时间 9 月 1
日下午 1 点左右，韩国性感
歌手李孝利和老公李尚顺
在济州岛涯月邑的别墅举
行了简单的婚礼。 婚礼不对
外公开,只有亲友受邀参加。
李孝利与比她大 6 岁的李
尚顺交往两年。

婚礼戒备很严，在微博
曝光的婚礼照片中，虽然新
人被不少植物等布景遮挡，
也可见李孝利一袭白裙，戴
着紫色花冠，打扮美艳。 她
挽着身穿天蓝色西装的新

郎李尚顺 ， 露出幸福的笑
容。 而婚礼风格据指从俭，
只是为熟人举办的一场小
规模婚宴，可称得上朴素。

心目中的性感女神结
婚 ， 让不少韩国网友除了
祝福 ，也连称忌妒 ，更有人
称 对 李 尚 顺 羡 慕 得 肚 子
痛 。 此前有人指李尚顺条
件普通 ，但李孝利不在意 ，
曾发表 “哥哥是真的不食
人间烟火的 ， 而我却只有
钱”的金句。

据《城市晚报》消息

刘嘉玲笑谈 8 亿身家
“梁朝伟是最好的回报”
据香港媒体报道， 刘嘉玲日前出席在香

港尖沙嘴 LV 举行的“当代艺术家高伟刚、伍
韶劲联展”。 刘嘉玲表示，有收藏高伟刚的艺
术品，但不太多。

有报道称她和梁朝伟坐拥 8 亿物业？刘嘉
玲假装惊讶地说：“8 亿物业是否讲少了？ ”

问到嘉玲投资是否有道？她说：“如果我投
资有道，就是 8 亿，甚至 800 亿啦！我多年来不
是将金钱放在第一位， 最紧要是稳妥的投资，
用心工作，将钱储起，投资固定的物业。 ”

刘嘉玲还开玩笑说：“投资回报最好的是
梁朝伟，我们一起成长，一起进步，大家志同
道合，很开心。 ” 据《信息时报》消息

刘晓庆再曝婚后照片
看书养花悠闲幸福

近日，58 岁的刘晓庆再次披上婚纱，与
71 岁丈夫王晓玉步入婚姻殿堂。 日前，已经
返回国内的刘晓庆在网上晒出多张悠闲的看
书、休闲、打羽毛球的照片，享受婚后幸福的
时光。 此外，刘晓庆还曾晒出自己的婚纱照，
照片中她显得身材异常高挑。 有网友称，这
就是“贵妇生活”。 据《成都商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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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现场落泪陪哭阿妹

王力宏获封“中国好闺密”
8月 30日晚，作为公认实力最强的阿妹

组迎来 《中国好声音》“导师考核战”，其
中，本季“好声音”争议最大的选手刘雅婷
击败了张欣奕，来自新疆的好嗓子塔斯肯力
克孟鹏。这一局最耀眼的莫过于梦想导师王
力宏，他不但多次落泪陪哭，还频频安慰阿
妹，又紧握双手又送纸巾又抚摸背部，这也
为他赢得了“中国好闺密”的称号。

王力宏：“阿妹，别再哭了”

自从阿妹爆料称王力宏
是“一条短信就找过来了”之
后， 大家都很关心王力宏和
绯闻女友阿妹的互动。 节目
一开始， 阿妹眼泪就像打开
了的水龙头，关都关不住，王
力宏则常和阿妹眼神交流 ，
握着她的手，给她力量。 当李
琦和林芯仪对决时， 阿妹一
度哭到 “睫毛都快飞了”，坐
在一旁的王力宏， 则十分体
贴地递上面巾纸， 温柔地安
慰：“别再哭了”；而当最后孟
鹏被塔斯肯 PK 掉时，王力宏
看着身旁哭得梨花带雨的阿
妹，一边和她一起眼泛泪花，
连连“娇嗔”地责问阿妹 “干
吗要请我来”。

据现场导演透露， 王力
宏为了当好梦想导师可下了
不少功夫，中文不太好的他，
为了念准每一位学员的名

字， 专门用一张纸记下学员
名字的拼音标注， 放在椅子
把手上随时温习。

“刘雅婷是个很萌的学生妹”

作为本季“好声音”剪辑
的第一个学员， 打扮清纯的
刘雅婷虽然以一曲极具力量
的摇滚乐 《I Wanna Rock》获
得三位导师的转身， 但赛后
她大量的性感、文身 、爆乳 、
亲密照被网友曝光， 这样导
致大量对她“装纯”的批评。

8 月 30 日晚的舞台上，

刘雅婷虽然穿上了一双十几
厘米的高跟鞋， 但打扮还算
简单。 赛后，节目故事导演李
建中告诉记者， 刘雅婷是一
个很萌的学生妹 ，“(夜店打
扮)只不过是她对成人世界的
一种致敬。 ”

声音有些低沉沙哑的刘
雅婷，在唱《爱什么稀罕 》高
音区时竟然毫不费力， 对此
汪峰表示：“她是原始的猛 ，
一张嘴就是那个能量 。 ”最
终，刘雅婷被阿妹选中，张欣
奕则被汪峰捞走。

据《新京报》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