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日上午， 央视名嘴刘建宏证实自
己递交了辞职报告，并已经被批准，这就
意味着刘建宏正式告别工作了 18 年的
中央电视台，而他的下一站是哪里，他自
己也在微博中打出了问号。

9 日一早，刘建宏就晒出自己的老照
片， 并发了一段颇为抒情的文字：28 年
前，我 18 岁，入读人民大学新闻系，从此
与媒体情定终生。 18 年前，我 28 岁，辞掉
公职，当上北漂，干上足球之夜。 今天，站
好在这里的最后一班岗。 上半场即将结
束，下半场如何开始？ 被看作是最后的告
别。

12 日一早，刘建宏再度晒照片，图中
是一张他的人民大学录取通知书， 刘建
宏说这个图是大学同学发来的， 完全是
ps 的，当年的可没这么高大上。 同时他也
通报大家， 自己递交的辞职报告已经被
批准，离职也正式启动，算是进入了另一
所大学， 自己下半场的录取通知书在哪
里呢？ 据搜狐娱乐报道

递交辞职报告获批
刘建宏正式离开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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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高虎吸毒被拘留
新华社北京 8 月 12 日新媒体专电 北

京警方 12 日晚证实，8 月 4 日晚抓获包括
演员高某在内的 4 名吸毒人员。 知情人介
绍，“高某”即为演员高虎。

北京警方证实，4 日晚，北京市公安局
禁毒总队在朝阳区先后将涉嫌吸食毒品的
尉某某（女，39 岁，浙江人，个体户）、陈某
某（女，26 岁，浙江人，模特）、高某（男，40

岁，山东人，演员）、李某（男，32 岁，湖南
人，演员）共 4 人查获，并收缴毒品大麻 7
克、冰毒 1 克。 知情人介绍，高某即为演员
高虎。

经审查，4 人承认了吸食大麻的违法
事实，尿检均呈大麻类阳性，高虎等人吸食
的大麻均由尉某某提供。 目前，4 人已被行
政拘留。

高虎演艺经历：
1996年，还在读大学的高虎接演了

青春偶像剧《北京夏天》，这也是其第
一部影视作品。

1998 年， 大学毕业的高虎与周晓
文合作电影《关于爱的故事》，饰演马
大力，正式出道。 1999 年，高虎接拍了
唐大年导演的电影《都市天堂》。

2000 年，高虎与张铁林、宁静、陈
好等合作了古装历史剧 《吕不韦传
奇》，饰演配角嬴异人；同年还参演电
影《上车走吧》和《开心哆来咪》。

2001 年， 高虎参演了吕丽萍主演
的古装剧《大脚马皇后》和谍战剧《黑
白布局》 并客串电视剧 《东北一家
人》。

2003 年，出演胡军与林志颖版《天
龙八部》，饰演虚竹。

2010 年， 出演由四大名著 《水浒
传》改编的电视剧《水浒传》，饰演 108
好汉之一的青面兽杨志，并与段奕宏、
薛佳凝、蒋勤勤等主演年度情感剧《大
时代》；2011 年， 参演张艺谋导演的史
诗爱情电影《金陵十三钗》。

2012 年，高虎与杨幂、谢霆锋等主

演的悬疑侦探电影 《消失的子弹》以
及与周润发、黄晓明主演的电影《大上
海》先后上映，高虎分别饰演警政署高
官和林坏；同年还出演了喜剧《民兵葛
二蛋》，饰演男配角麦子并参演偶像剧
《童话二分之一》。

2013 年，出演中国内地电视剧版的
《龙门飞甲》，饰演万喻楼，并参演电影
《澳门风云》中高先生一角；同年参加
浙江卫视公益明星跳水真人秀《中国星
跳跃》，并最终获得总决赛季军。

2014 年， 与董洁、 邓超合作出演
《相爱十年》饰刘元。 据搜狐娱乐报道

《相爱十年》剧照

美国影星罗宾·威廉姆斯疑自杀身亡

美国警方 11 日说， 奥斯卡金像奖得
主、 喜剧演员罗宾·威廉姆斯当天在自己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蒂伯龙的家中去
世，享年 63 岁。警方初步判断他因抑郁症
而自杀。

威廉姆斯住处所在的马林县治安官
办公室说，11 日中午 12 时前接到报警电
话，称威廉姆斯不省人事，没有呼吸。 当
地法医部门说， 怀疑威廉姆斯死于窒息，
具体死因正在调查， 法医定于 12 日对其
进行尸检。

威廉姆斯的宣传代理马拉·巴克斯鲍
姆说，威廉姆斯近来患有严重抑郁症。 他
上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就承认有吸毒
和酗酒问题，2006 年承认再度酗酒。 威廉
姆斯今年 7 月入住明尼苏达州一家康复
中心疗养。

威廉姆斯最后
一次被看到是 10 日
晚上大约 10 时在家
中，他最后一次更新
微博客网站是 7 月
31 日，当时他为女儿
25 岁的生日送上祝
福。

威廉姆斯出演
的电影 《博物馆奇
妙夜 3》定于今年 12
月 19 日上映。 此片
成为威廉姆斯的遗
作。

威廉姆斯 1951 年生于芝加哥， 在底
特律郊区长大。 他上世纪 70 年代因出演
电视节目《默克和明蒂》走红，1987 年以

《早安越南》获得金球奖最佳男主角。 他
4 次受到奥斯卡金像奖提名，1997 年因出
演电影《心灵捕手》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
角奖。 据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橙天嘉禾影城热映周刊
重点推荐

《驯龙高手 2》 8 月 14 日
推荐理由：多达 32 条萌龙的设定，光

是听说就很澎湃啊！
《好命先生》 8 月 15 日
推荐理由：陈小春，好久不见十分想

念！
《反贪风暴》 8 月 16 日
推荐理由：紧急提档的《寒战》+《无

间道》+《警察故事》的剧情设定，重要的
是有古天乐！
新片上映时刻表

《庞贝末日》 8 月 15 日
《香气》8 月 15 日
《冬荫功 2：拳霸天下》 8 月 15 日
橙公告：自 8 月 1 日起，西宁橙天嘉

禾影城将进行统一的会员政策升级活动，
“嘉禾汇” 金卡会员充值或续费 300 元，
可直接升级成“嘉禾汇”钻卡会员，享受
观影 5 折优惠；同时“嘉禾汇”钻卡会员
充值续费标准调整为 300 元起， 更多详
情，欢迎到店咨询！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影城微信账号
“西宁橙天嘉禾创新影城”

影城地址：长江路 128 号北京华联购
物中心 3 层

影城团购热线：0971-6280139
（本报记者 周建萍 整理）

12月 19 日上映的《博物馆奇妙夜 3》成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