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玮琪
诞下双胞胎男孩

15日，范玮琪顺利生产，老公陈建
州发微博：“谢谢大家的祝福……母子
都平安！ 他们两兄弟今天悄悄来到这个
美丽的世界了！ 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这两
个宝贝。 ”

照片中两个可爱的小宝宝还裹着
毛巾。 范玮琪在产后不久也更新微博：
“大小熊猫提早报到！ 谢谢大家的满满
关心。 ” 据凤凰娱乐报道

2015-01-16 星期五 娱乐图·星闻 B09责编:柴晓萍 主任:张平 责校:小菊 热线:

网曝女星片酬价目表

孙俪拍一集电视剧赚 87 万元
据媒体报道， 网络上近日流出一份

艺人的片酬价目表，林志玲的片酬为人
民币 400 万元，小输汤唯和 Angelababy。

根据价目表显示， 张曼玉电影片
酬高达 2000 万元， 为当红女演员中最
高， 章子怡则是 1200 万元至 1500 万
元， 赵薇与周迅可谈到最低 1100 万元，
汤唯的片酬约 500 万元。

作为台湾第一名模的林志玲的片

酬却相对较低， 比高圆圆、Angelababy、
杨幂和张柏芝都少了不少。

电视剧方面， “甄嬛娘娘” 孙俪
一枝独秀， 每集片酬高达 87 万元， 刘
亦菲的片酬为每集 75 万元。 而范冰冰
拍 《武媚娘传奇》 的打包价为 3000 万
元， 周迅 《红高粱》 的打包价也同样
是 3000 万元。

据搜狐娱乐报道

姚贝娜乳腺癌病情恶化
经纪人回应:确实已病重

1 月 15 日晚， 有传言女星姚贝娜
乳腺癌发作进了深圳的北大 ICU 病
房。随后有记者了解到并发文称“姚贝
娜因病情恶化， 被医院方面紧急转入
ICU 重症监护病房，目前其器官衰竭，
意识丧失，处于深度昏迷中。 ”消息一
出记者便第一时间联系姚贝娜的经纪
人进行求证， 对方称:“姚贝娜现在确
实病重,但是请给家属及我们一个人性
的空间， 后面的进展我们会向媒体公
布。 ”

早在 1 月 8 日就有传言姚贝娜因
癌症复发医治无效病逝的消息。 不过
没多久姚贝娜的经纪人和宣传总监纷
纷辟谣，称姚贝娜目前正在休息中，请
大家不要听信谣言， 证实该传闻是假
消息。 随后，姚贝娜本人也更新了自己
的朋友圈，称自己需要好好静养，所以
没有及时回复。 据网易娱乐报道

《一步之遥》
入围柏林电影节

14日，第 65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公布了
8 部主竞赛单元入围名单，姜文新作《一
步之遥》跻身其中。 这是姜文五部长片当
中第四部入围欧洲三大电影节主竞赛单
元的作品。

电影节组委会以“Firework（礼花）”
形容了这部作品给他们带来的惊喜，姜文
所属公司对此表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
排。 ”柏林国际电影节以注重影片艺术品
质和人文角度著称， 与戛纳国际电影节、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并称为欧洲三大国际
电影节。 本届柏林电影节将于 2 月 5 日至
15 日举行。姜文导演和柏林电影节极具缘
分，他主演的《红高粱》《本命年》都曾获
得柏林大奖，而这是他第一次以导演身份
竞逐柏林。 据《北京晚报》报道

《阿凡达 2》推迟
至 2017 年底上映

《阿凡达 2》 跳票了！ 据美国媒体报
道，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给出的理由是“同
时撰写三部续集的剧本工程实在浩大”。
影片从原定 2016 年 12 月推迟到次年 12
月上映。《阿凡达 3》和《阿凡达 4》的档期
也将顺延到 2018 年和 2019 年。

卡梅隆是在新西兰出席一个推广当地
电影工业的活动上说出上述决定的。 他表
示，三部续集的剧本将于下个月完工，同时
为三部续集设计各种生物、 场景实在太耗
神，他觉得原来设定的档期有点冒险。

据凤凰娱乐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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