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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中秋晚会
成龙TFboys将登台

9月18日，2017年中央电视
台中秋晚会（以下简称央视秋
晚）在北京举行发布会。总导演
景欣介绍称，成龙、雷佳、郎朗、
齐秦、齐豫、TFboys、关晓彤等
将在晚会上有精彩演出。

据悉，今年央视秋晚首次
移师素有“百湖之城”美誉的油
城大庆举办。据本届晚会的总
导演李申透露，央视秋晚节目
组已经选址在大庆市时代广场
作为演出和录制的地点。

景欣则表示，演员阵容可
以用“豪华”来形容，不仅有蜚
声国际的著名钢琴家郎朗，，还还
有有马头琴演奏家齐·宝力高一
起来“众星捧月”。

此外，晚会中，还会有来自
五大洲不同国家的歌手共襄一
次以月亮为主题的“音乐快
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获
得《英国达人秀》总冠军的匈牙
利Attraction影子舞团将带着一
个全新的节目现身晚会现场，
用影子舞蹈讲述中国传统神话
里“嫦娥奔月”的故事。

随着中秋晚会第一次走进
东北，走进大庆，东北民歌、秧
歌以及大庆精神等元素、主题
都将被搬上秋晚的舞台。今年
的央视秋晚还将首次引入戏剧
表演的形式，以此体现石油文
化和铁人精神。

据悉，2017央视秋晚将于10
月4日20点中秋之夜，在中央电
视台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
国际频道以及央视网等新媒体
同步播出。 张曦

汪涵夫妇被骗800万
杨乐乐告闺蜜

日前，新三板公司贵之步
实际控制人涉嫌合同诈骗，已
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值得注
意的是，受骗人为杨乐乐，该杨
乐乐或为湖南电视台主持人汪
涵的妻子，在此前的报道中，杨
乐乐此前与郑靖交往比较密
切，二人以“闺蜜”相称。

9月19日，贵之步发布《湖
南贵之步科教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被立案侦查的公告》称，董事会
于近日获知，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兼法
定代表人郑靖因涉嫌杨乐乐被
合同诈骗案，现已被长沙市公
安局开福区分局立案侦查。

据了解，2015年5月，杨乐
乐与郑靖即签订了《出资认购
协议》，约定杨乐乐出资788万
购买贵之步股份。杨乐乐如约
付款后，贵之步于2015年5月15
日向杨乐乐出具收据确认已收
款。但截至2017年1月份，仍未
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期间，杨乐乐曾多次要求退还
该788万元均被各种理由拒绝。
故杨乐乐诉至法院。 谢若琳

范范冰冰冰冰和和李李晨晨的的恋恋情情刚刚刚刚
开开始始曝曝光光的的时时候候，，人人们们都都以以为为那那
是是假假的的。。

即即便便二二人人的的浓浓情情蜜蜜意意呼呼之之
欲欲出出，，恋恋爱爱过过程程清清晰晰可可辨辨，，但但人人
们们还还是是不不大大相相信信这这是是真真的的，，因因为为
当当时时正正是是《《武武媚媚娘娘传传奇奇》》的的宣宣传传
期期，，这这桩桩恋恋情情和和电电视视剧剧相相伴伴相相
生生，，在在几几个个关关键键节节点点上上紧紧密密相相
扣扣，，尤尤其其是是雪雪天天隔隔空空示示爱爱的的微微
博博，，更更出出现现在在即即将将大大结结局局之之际际。。

当当然然，，还还有有一一层层隐隐蔽蔽的的考考
虑虑：：两两人人的的娱娱乐乐圈圈地地位位并并不不相相
配配。。范范冰冰冰冰位位列列一一线线，，福福布布斯斯名名
人人榜榜上上连连续续几几年年位位列列第第一一，，李李晨晨
虽虽然然正正当当红红，，但但却却还还没没到到达达这这个个
层层级级。。所所以以，，人人们们总总觉觉得得他他们们不不

大大可可能能在在一一起起，，但但种种种种迹迹象象却却又又
那那么么明明显显，，只只好好一一再再存存疑疑，，甚甚至至
将将它它归归入入““宣宣传传期期的的爱爱情情””之之中中。。

这这种种想想法法，，还还是是把把范范冰冰冰冰当当
做做艺艺人人，，把把她她对对事事业业爱爱情情的的考考
虑虑，，和和艺艺人人身身份份捆捆绑绑在在一一起起。。事事
实实上上，，此此时时此此刻刻，，中中国国的的一一二二线线
艺艺人人，，已已经经不不是是单单纯纯的的艺艺人人了了。。
前前段段时时间间，，光光线线传传媒媒董董事事长长王王长长
田田出出席席““22001155世世界界知知识识论论坛坛··中中
韩韩影影视视文文化化产产业业论论坛坛””，，曾曾经经说说
过过这这样样一一段段话话：：““中中国国艺艺人人的的收收
入入之之高高，，我我想想在在全全世世界界可可能能又又是是
罕罕有有的的，，至至少少2200——3300个个中中国国艺艺人人
每每年年收收入入会会超超过过11亿亿人人民民币币””，，还还
有有，，““中中国国又又有有非非常常大大的的市市场场，，市市
场场规规模模之之大大，，发发展展速速度度之之快快，，在在

全全世世界界可可能能没没有有第第二二个个国国家家是是
这这样样的的，，电电影影市市场场去去年年330000亿亿，，今今
年年440000亿亿，，22001177年年的的时时候候我我们们就就
会会超超过过好好莱莱坞坞，，成成为为世世界界上上第第一一
大大票票房房市市场场，，而而这这仅仅仅仅是是票票房房。。””

年年收收入入11亿亿、、22亿亿…………此此时时的的
中中国国，，有有多多少少大大公公司司能能有有这这样样的的
收收益益呢呢？？中中国国娱娱乐乐市市场场大大爆爆炸炸、、
大大扩扩容容的的年年代代，，中中国国明明星星，，已已经经
是是完完全全意意义义上上的的商商人人，，甚甚至至是是一一
个个商商业业综综合合体体了了，，高高收收益益、、低低风风
险险，，而而且且往往往往还还在在向向着着别别的的领领域域
扩扩展展。。

这这种种局局面面，，在在世世界界娱娱乐乐史史上上
是是罕罕见见的的，，在在华华人人娱娱乐乐史史上上，，更更
是是前前所所未未有有，，在在此此前前的的时时代代，，根根
本本找找不不到到对对应应的的场场景景来来进进行行比比

较较和和分分析析、、预预测测。。香香港港演演艺艺圈圈有有
句句流流行行语语是是：：““艺艺人人就就是是一一盘盘生生
意意。。””这这话话一一点点不不错错，，但但之之前前多多
年年，，不不论论内内地地还还是是港港台台，，这这盘盘生生
意意，，多多半半局局限限在在艺艺人人本本身身，，艺艺人人
把把自自己己当当做做工工厂厂或或者者公公司司，，努努力力
开开掘掘自自己己的的商商业业价价值值。。

到到了了这这个个位位置置，，范范冰冰冰冰恐恐怕怕
不不会会在在乎乎对对方方的的娱娱乐乐圈圈地地位位、、福福
布布斯斯名名人人榜榜位位置置了了吧吧。。考考虑虑对对方方
的的身身份份地地位位，，琢琢磨磨双双方方联联合合后后的的
收收益益，，是是地地位位还还不不够够稳稳固固时时的的做做
法法，，而而此此刻刻的的她她，，恐恐怕怕不不需需要要做做
这这种种考考虑虑，，她她此此前前的的名名言言已已经经得得
到到了了验验证证：：““我我就就是是豪豪门门。。””

这这是是金金灿灿灿灿的的中中国国，，在在娱娱乐乐
圈圈金金灿灿灿灿的的投投影影。。 韩韩松松落落

不要用金钱衡量范冰冰和李晨的爱情

男方前任蹭热度

范冰冰变“小女人”

这段恋情公布之初遭遇了
男方前任的疯狂蹭热度，于是产
生了各种谈资。但是两年下来，
范冰冰和李晨恋情的主旋律
是——— 恩爱。两人发过无数甜死
人的恩爱合影，而在可以鉴定真
恩爱与否的偷拍照片中，范冰冰
和李晨也全部都是各种亲密各
种虐狗。

最近出现的大规模秀恩爱

是
两个人一起

参加《天天向上》，范
冰冰主动说是自己倒追李晨

的。但李晨又说自己追了。所以
是同一时刻两情相悦吗？之后的
节目环节里还有默契大考验，就
更能说明他们俩当初认识的时
候确实是忽然就火花四溅了。

“谁先动心”这个问题上，双方都
举了自己，都觉得自己是先动心
的。到了“谁更黏人”这个问题，
都举了对方，觉得对方粘自己。

这倒符合当时媒体对晨冰
恋的感觉：忽然爆发，进展神速。

一开始以为是剧组炒作，还
没醒过神来俩人已经风风火火
带着回老家见父母了。

但仔细一想他们也是有内
在的契合度：范冰冰当女明星是

大女人，但
私底下有诸多小女生习

惯，恋爱心理上同时需要宠溺和
忠诚，李晨正好符合这个需求。
这段恋情也改变了范冰冰在公
众心中的形象。

“范爷”这个标签化解女观
众对她的同性敌意，但也带来一
种更强势的印象。两年前范冰冰
第一次公开恋情并沉浸其中，反
而让很多人真正感觉到了她身
上的软萌点。

四旦双冰的恋情中，范冰冰
和章子怡的选择最令公众跌眼
镜，第一感觉都是“相差太远，没
想到”，但也是她们两个晒幸福
晒得最勤快自然。可见配不配还
是得自己说了算，外人琢磨其中
究竟是何奥义也是无用。不要忘
了《康熙来了》里的重磅表态：李
晨是我最后一个男朋友。范冰冰
真是说到做到啊！ 本报综合

九九月月的的娱娱乐乐圈圈，，最受瞩
目的要数范冰冰和李晨了。
两人自从 2015 年公开恋情
以来，呈现给大众的一直是
甜蜜恩爱的模样。而这两年
来，他俩也没少受到网友和
亲朋好友的轮番催婚。9 月
16 日，范冰冰 36 岁生日当
天，李晨在生日会上向范冰
冰求婚，“晨冰恋”终于修成
正果。在金鸡奖颁奖典礼
上，范冰冰凭借《我不是潘
金莲》再夺影后。而 9 月 29
日，李晨首次执导的电影

《空天猎》也要上映了。可以
说，9 月的娱乐圈头条是属
于范冰冰李晨的。

相爱先打太极

凌晨公布婚讯

9月16日凌晨，在范冰冰36
岁生日这一天，李晨向范冰冰
求婚了，而求婚现场布置的还
是范冰冰最喜欢的那种，到处
粉红色到处少女风。

这么大的喜事是半夜发
生的，熬夜的新浪微博CEO发
问：不睡觉吗？而何炅、舒淇、
杨幂、鹿晗、吴亦凡、张靓颖等
明星在凌晨1点多都用实际行
动回答：没睡……李晨于凌晨
发布的微博，除了得到圈中好
友的疯狂转发之外，也迅速登
上微博热搜榜榜首，新浪微博

“李晨求婚成功”更是用许久
未见的“爆”字呈现了吃瓜群
众对于此事的关注程度。至于
薛之谦，估计要感谢李晨范冰
冰的“不经意”帮助，才得以
让公众的视线被转移。

范冰冰和李晨相识于

《武媚娘传奇》，这个剧
组同时有范冰冰李晨李
治廷张馨予……但时间会
告诉我们，真爱到底是哪两
位。从《武媚娘传奇》剧组里
可以看出范冰冰和李晨相处
融洽，看微博就知道了。2014
年年底范冰冰手滑，暴露了她
关心过李晨的八字和前任。
2015 年年初范冰冰就被爆跟
李晨一起回老家还和李晨姥
姥合影。2015 年 1 月在米兰被
路人拍到。2015 年 2 月被曝光
一同参加范冰冰父亲朋友的
私人聚会。之后范冰冰上跑
男，各种暧昧气息四溢。2015
年的前几个月，冰晨恋应对媒
体都在打打太太极极，，直直到到 22001155 年年 55
月月 2299 日日上上午午 1111 点点公公开开恋恋情情，，

““我我们们体体””诞诞生生。。此此后后““我我们们””反反
复复在在李李晨晨和和范范冰冰冰冰的的微微博博里里
出出现现。。前前几几天天的的求求婚婚微微博博也也是是
呼呼应应当当时时的的恋恋情情公公布布微微博博那那

个个““我我们们””，，加加了了““永永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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