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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带你进娱乐圈？
张国立出面辟谣

近日，一则关于张国立
出售夏威夷别墅的广告在网
上疯转，该广告还表示“买了
我的房，带你进娱乐圈”。20
日晚，张国立在微博发文否
认此事，称“没这房子，如果
证明是自己的，送给你”。

张国立在微博中写道：
“不排除房主与我同名的可
能，但我没这的房子。如果有
证据表明这是我的，我送
你。”微博发出后，网友纷纷
围观，连“华妃娘娘”蒋欣也
留言：“是和珅的吧。”随后张
国立则回复蒋欣：“我问你和
大大了，他说跟他没关系这
锅他不背。” 张路桥

据台湾媒体报道，刘德
华 1 月中旬在泰国近郊的马
场拍摄广告时坠马受伤，导
致脊椎受伤、盆骨撕裂，目前
正在家休养，进行第二阶段
复健治疗。3 月 20 日该广告
曝光，刘德华所有骑马或者
拍到马的画面全都被剪光。

广告中，华仔走出马厩，
在广阔草原上为长枪装上子
弹，对准天空目标发射，模样
相当神气。不过有人注意到，
整部广告没有任何刘德华骑
马的英姿，甚至连马匹画面
都没有，显然全被删除。

刘德华 18 日也在官网
发了新动态跟短片，向心急
如焚的粉丝报平安，请他们
不用过于担心。短片中他一
身牛仔装扮，以背影示人走
在马厩里，下方的文字则写
道：“每一天、坐久一点点，每
一天、站久一点点，会有一天
向前迈出第一步！我，硬朗。”
安慰粉丝自己的身体状况一
天比一天好，让粉丝暂时放
下心中大石头。

据凤凰娱乐

刘德华
坠马受伤广告曝光

3 月 20 日晚，全明星探
爆料称近日阿娇钟欣潼被拍
到陪富二代秦奋打球，秦奋
打球的时候，阿娇一直陪伴
在场边。休息的间隙，二人笑
容甜蜜，举止亲昵，相处十分
自然。疑似新恋情曝光。

随后，阿娇经纪人霍汶
希以短讯回应称：“只是朋
友”，被问到蔡卓妍有没有见
过秦奋，知不知道阿娇拍拖，
霍汶希也以“朋友”回应。

据悉，秦奋是上海三千
万保时捷撞成废铁的车主，
女星贾青的前男友。

据腾讯娱乐

阿娇传出新恋情

娱乐圈是个名利圈，除了那
些关系非常好的明星，也有的明
星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他们闹
掰的原因各有不同，下面就来分
析下明星如何反目成仇的。

他们因名利分开

张伟平和张艺谋闹掰的新闻
曾经传得沸沸扬扬。“二张”的合
作始于张伟平投资张艺谋的《有
话好好说》，在随后的16年里，“二
张”共同产出了11部作品后，却上
演了一段轰轰烈烈的分手戏。

此外，同样因为利益关系闹
掰的，还有香港Beyond乐队成员，
黄贯中和黄家强。2013年是Beyond
成立三十周年，没想到乐队成员
黄贯中和黄家强却在网上掀起骂
战。据悉，二人积怨已久，在2008年
的Beyond演唱会上，黄贯中就与
黄家强因为歌曲分配问题产生分
歧，还曾在酒吧大打出手。

他们因感情闹掰

去年11月，关之琳与富商陈
泰铭离婚，关之琳在接受采访时
暗指刘嘉玲是小三，而当被问与
刘嘉玲是否仍是朋友时，关之琳
更拒绝谈论。随后刘嘉玲则否认
做小三，她表示跟陈泰铭爬山时
只谈健康的话题。二人各执一词，
多年友谊也因此破裂。

苏醒和李炜曾经不但是同门
师兄弟，私下更是好友，可是二人
却反目成仇。起因是李炜撬走了
苏醒的女友，并且将大尺度照片
发到了网上，苏醒对此很愤怒，
2012年底在某活动的后台他对李
炜大打出手，随后苏醒被公司雪
藏半年，李炜却“逍遥法外”。

他们因抢资源交恶

霍思燕和杨幂原本是“泰迪
家族”的姐妹淘，可2011年疑似因
为争抢《王的盛宴》女主角闹得不
欢而散，甚至有传言称，杨幂当众
掌掴霍思燕，但霍思燕极力否认。
可有细心的网友发现，自从所谓
的“掌掴事件”后，二人在微博上
很少互动，即便是杨幂过生日、结
婚，霍思燕都没有任何表示。

张韶涵和范玮琪不仅是同门
师姐妹，私底下也是好友，可是二
人的友谊小船却在2012年弄翻了，
据媒体曝料称，两人或因抢争公
司资源不欢而散，也有网友称，主
要是因二人粉丝互相讽刺掀骂
战，导致两人交恶。 本报综合

他们曾是好友，
如今却反目成仇

杨坤李亚鹏

李亚鹏和杨坤，一个是演
员，一个是歌手，二人却是实
打实的好哥们。2013年时，王
菲发微博称：“这一世夫妻缘
尽至此，我还好，你也保重。”
宣布与李亚鹏离婚，随后李亚
鹏转发微博，承认二人已经
离婚。离婚新闻传出后，有网
友曾在微博曝光一张酒吧碰
见李亚鹏的照片，照片上李
亚鹏和杨坤貌似借酒浇愁，
这也让二人的友谊曝光在公
众面前。

为什么李亚鹏和杨坤关
系这么铁，因为有共同的兴趣
爱好，机车，两个人号称“中国
好机友”，有着机器一般的友
情。两个人经常在一块骑车，
平常又可以去交流，还创办了
机友会，经常在云南等地一起
骑行机车。而在2014年时，杨
坤也曾发微博称：“李亚鹏家
终于开伙了。”并晒出与李亚
鹏、胡军等人喝酒的照片，看
来几人关系都很不错。

□记者 权震乾

一提到娱乐圈关系很
铁的明星团体，大部分人可
能马上想到的是王菲领衔
的“六年一班”，霍思燕李小
璐领衔的“泰迪姐妹团”，大
小S领衔的“七仙女”，以及
带火了微信公众号鸡汤文
的“有一种友情叫XX和XX”
体。其实，除了这些广为人
知的明星好友，还有一些看
似八竿子打不着的明星们，
也是好友、好闺蜜、好哥们。

李冰冰李小璐

众所周知，李小璐在娱乐
圈有一个特别铁的姐妹团
体———“泰迪家族”，里面有秦
岚、霍思燕、熊乃瑾等，而前段
时间李小璐也和“泰迪家族”
成员刘芸携手上了网络综艺

《吐槽大会》，闺蜜之间相互吐
槽很有意思。

但是鲜为人知的是李小
璐和李冰冰其实也是非常好
的朋友，早年间，两人在《少年
张三丰》、《缘分的天空》、《八
大豪侠》等电视剧合作多次
后，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友。
李小璐认为缘分之外，两人连
五官都有些相似，脸上的零部
件像是一个车间出的产品，尤
其是眉毛、眼睛和嘴，李小璐
常常感叹李冰冰特别照顾她，
有一次她搬新家，李冰冰刚刚
参加完一个活动来到李小璐
的新家，顾不上换衣服就帮大
伙洗碗。而李小璐也为李冰冰
起了个非常好玩的外号，叫

“师太”。今年李冰冰公布恋情
时，李小璐也在第一时间送上
祝福：“我最爱的师太，我已经
掩饰不住我的喜悦，太开心
啦！终于有人可以为你挡风遮
雨保护你。”

刘亦菲曾轶可

刘亦菲和曾轶可，看似
是两个没有任何交集的人，
却被意外发现两人的闺蜜关
系。二人因2010年合作《恋爱
通告》相识，但当时并没成为
好朋友，大概过了快一年，曾
轶可给刘亦菲发了一条短信
说：我是可可，想念你，这是
我的号码，有空一起玩。玩了
几次之后，两人就成了闺蜜。

2014年，刘亦菲过生日的
时候，曾轶可送给她的生日
礼物是一只跟人一样大的受
气熊，还有知情人透露，曾轶
可当晚曾召集了一众人马在
酒吧给刘亦菲过生日。

《鸿门宴》上映时，曾轶
可在微博小号上发了自己对
同期好几部电影的评论，而
刘亦菲主演的《鸿门宴》，她
只说了一句话：“看了，眼里
只有一个女人，祝她幸福！”
而在此之前，曾轶可参演的
连续剧《夏日甜心》热播时，
刘亦菲在接受采访中说，只
挑了曾轶可演的那集看。

周冬雨窦靖童

去年，周冬雨凭借电影
《七月与安生》获得金马奖
影后，而《七月与安生》给周
冬雨带来的远不止口碑翻
身和影后桂冠等，她还收
获了更多人脉和朋友，除了
女主角马思纯和电影制作
团队，还有为该片唱主题
曲的窦靖童。

3月13日，有网友爆料
称，周冬雨和窦靖童现身某
夜店，而且穿着一黑一白，
两人一路有说有笑，一时间
又成了焦点话题。随着这个
爆料，也有其他网友发出爆
料称，有天中午她撞见窦靖
童开着车载着周冬雨。有很
多人费解两人是如何成为
好友的，其实周冬雨、窦靖
童是因电影《七月与安生》
结缘，周冬雨凭借此片拿下
了金马奖影后，窦靖童则为

《七月与安生》献声演唱主
题曲，窦靖童接受采访的时
候就表示自己像安生多一
点。之前两人还一起助阵过
马思纯的话剧，而王菲演唱
会窦靖童为妈妈伴唱时，周
冬雨也来到了现场为好友
助阵捧场。

而自窦靖童给《七月与
安生》制作音乐以来，她和
周冬雨就成了好朋友，经常
被拍到在一起。共同出席金
马奖，周冬雨甜美，窦靖童
帅气。前段时间两个人还一
起去泰国度假，被网友拍到
很多互动很亲密的照片，可
见两人已经变成了闺蜜。

江珊马伊琍

前几年，马伊琍约见江
珊，两人聊天吃饭的场景曾被记
者撞见并拍下照片，二人的亲
密程度俨然是一对闺中密友。

马伊琍与江珊的年龄相
差九岁，一起合演过《江北好
人》《追击阿多丸》两部作品。
马伊琍籍贯江苏南通，而江珊
则是江苏镇江人，除了老乡的
因素外，马伊琍在《再过把瘾》
中饰演过杜梅的角色，而该角
色使得江珊当年一炮走红。正
是由于这些缘分，两位女星不
再有年龄上的代沟，一起用餐
时有说有笑，显得格外亲密。
让人感慨闺蜜不分年龄，友情
重过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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