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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伟的周三见，爆出早年蓝
洁瑛指控遭邓光荣和曾志伟性
侵的完整视频，此江湖悬案中一
长串嫌疑名单中的洪金宝、成
龙、王晶、周星驰、刘青云等等终
于被排除。

视频中两个被提到名字的
人，邓光荣不在了，视频中说到
死亡原因心脏病，应该就是了。
曾志伟已发否认声明，视频伪
造，要追究相关法律责任。视频
不是新的，几年前就有流传，不
过当时对大佬名字有隐去，采访
声音也从女生变成了男生，因此
视频不是没有被重新剪辑和移
花接木的可能。

对蓝洁瑛最不利的是她的
精神状态。她经历走红，被电视
台雪藏，两任男友自杀，未婚夫
悔婚，被性侵，发生交通意外大
闹医院，破产拾荒，语无伦次，衣
衫褴褛街头捡拾。自己报警声称
自杀，警员到场却发现她徘徊屋
外，并无受伤……新闻中这些匪
夷所思的人生际遇被曝光后，她
的话在精神鉴定中有多少可信
度？有人说，精神病人不撒谎。但
是精神病人的话，有多少是幻听
幻视幻觉有多少实锤都很难界
定。蓝洁瑛疯了，这是最让性侵
她的人安心20年的状态。

蓝洁瑛1984年毕业于TVB
训练班，是当时最受力捧的新
人。当年艺训班开科招生，她与
张曼玉、吴君如、邱淑贞、刘嘉
玲、曾华倩、罗美薇、上山诗钠以
及梅艳芳义结金兰，成为香港娱
乐圈有名的“九龙女”。刘嘉玲出
席活动，听记者对蓝洁瑛被强奸
一事的转述后，眼泛泪光说：“希
望大家可以伸出援手帮她，好久

之前找过她通电话，知她
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好久
没联络。（劝下她？）交给曾
志伟做，他是高人，其他人
进入不了她的世界，只有
曾志伟可以。”

刘嘉玲自己也是娱乐
圈里被强暴的受害者，论
出身论际遇，实在和蓝洁
瑛有一拼。刘嘉玲早年被
歹徒掳掠去强拍裸照，成
了轰动一时的绑架风波，
一般人遇上她这事早
就自杀八回了。所
以刘嘉玲对蓝洁
瑛的遭遇特别感
同身受和感怀。
刘嘉玲说，只有
曾志伟他能走
进蓝洁瑛的世界。此话可以说剑
指当事人，也可以说事情交给当
今大佬主持公道，也只有刘嘉玲
她自己明白什么意思。当时曾志
伟还打哈哈回应说，刘嘉玲知道
我跟蓝洁瑛熟关系好，所以这么
说，蓝洁瑛没找我帮忙，她找我
的话，我会帮忙的。

另一个比较典型的态度是，
香港帮会大佬陈惠敏对“蓝洁瑛
遭性侵”一事表示质疑，称她当
时只是一个电视小演员，这种事
情在那个时代不可能会发生。一
个想要和大哥一起拍戏的小演
员，很多时候都是主动投怀送
抱。如果遭到性侵，当时为什么
不报警？估计陈惠敏是说出了很
多人不敢表达的腹诽，也说中了
这个行业“睡”出好前程的途径。

关键是如果蓝洁瑛为巴结
大佬有备而来，也不会被性侵后
就自暴自弃，精神涣散。为什么

今天才说，蓝洁瑛解释过了，大
佬有势力，她害怕事情闹大自己
会有麻烦。蓝洁瑛当年走红之后
太骄傲太娇气，连发型剧照不好
看的戏都不接，还为会上戏投怀
送抱？逻辑不通。

蓝洁瑛的前半生，比起她出
演的《大时代》中痛失亲人精神
垮掉死去的玲姐有过之而无不
及，据说她演完很长时间走不出
来，给脆弱的精神状态埋下隐
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娱乐
圈，真是应了“人生如戏”这四个
字。《甜蜜蜜》中曾志伟饰演的黑
社会大佬豹哥对李翘说：“傻女，
听我说，立刻回家洗个热水澡，
明早起来，满街都是男人，个个
都比豹哥好。”可惜不是个个女
子都是洗个热水澡，挥别黑社会
大佬尸骨，又能遇到黎明的张曼
玉，还有被侵犯后再也收拾不起
来自己的蓝洁瑛。 黄啸

蓝洁瑛的遭遇撕下
娱乐圈光鲜的面具 2017年12月16日，孙红雷

的女儿出生。自女儿出生后，
孙红雷便化身“女儿奴”，在
微博经常提起女儿。12日下
午，孙红雷发微博称：“我现
在生活里满满的蓝精灵、格
格巫、偷油的老鼠、荡起双
桨，我的莫扎特呢。”
@小猴子劈劈啪：哈哈，颜王
和我一样，还有门前大桥下，
捉泥鳅，拔萝卜……
@一点也不Shero：还有尿布
和远方。
@我房间里有鸡：加油啊，以
后还有小猪佩奇汪汪队熊大
熊二等着你呢。

孙红雷当爹
生活在“童话”中

有颜值就任性
李易峰自拍很奇葩

PG one绝对是华语娱乐圈
有史以来名气跌落最快的明星，
没有之一。这位燃炸2017年夏天
的选秀冠军，凭借和李小璐“夜
学嘻哈”，一举冲出国门，红到了
海外。

但PG one的真爱粉们都对
夜宿事件持疑，并呼吁大家：离
PG one的私生活远一点，离他的
作品近一点。于是网友们真的跑
去关注PG one的作品，结果发现

《圣诞夜》这首歌曲涉嫌教唆青
少年吸毒与侮辱妇女，就顺手举
报了，导致这首歌被共青团中
央、人民日报、紫光阁、中国妇女
报等官方媒体点名批评。

虽然PG one随后认错，但他
的粉丝们却不这样。部分极端的
脑残粉引发了全民的反感。某公
务员利用单位官博为 PG one 打
call，被网友质疑后，反驳其“不服
自杀”。粉丝群里部分粉丝要对
抗官媒，把“紫光阁”和“地沟油”
买上热搜、更有甚者还要集体自
焚来引起政府重视。终于，在粉
丝们“笔耕不辍”的洗地下，所有
围观的路人都对PG one到了忍
无可忍的地步，网上呼吁封杀他
的声音越来越大。在娱乐至死的
时代，三观未成型但又狂热的

“鲜肉型粉丝”遇上无所畏惧的
偶像，自然形成了一种畸形的粉
丝乱象，烈火烹油之后，偶像和
粉丝也终将走向树倒猢狲散。

作为狂热的粉丝，请别再把
低俗当成个性、用“老子最酷”的
姿态秀智商下限四处给偶像招
黑了。撒贝宁有句话说的好：“追
星其实是在追你自己”。粉丝能
够认清追星的意义是让你我变
成更好的人，否则看这些三观还
未成型的孩子们陶醉在与全世
界死磕的状态下还觉得自己很
好，可真是太可怕了。 万闻

比偶像“失格”
更糟的是粉丝失智

综艺需要开发新领域
一个适合上综艺的艺人，再

怎么好用、再怎么有观众缘，如
果上节目过于频繁，同样会惹人
反感。与其如此，还不如休息一
下，专心发现和提高自己新的能
力，说不定能带来新面貌。喜剧
节目尤其要靠作品说话，过度消
费对创作不是一件好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吐槽大
会》露出疲态在意料之中。一个
节目通常火不过三季，观众对同
一个节目模式和类型的注意力，
也只有三年左右。即使还没过三
季的节目，如果办得不好，同类
型节目一窝蜂出现，同样得不到
观众好评。比如“慢综艺”类节
目，《见字如面》很火爆，《向往的
生活》受到喜爱，但是《青春旅
社》《漂亮的房子》等节目都给人
一种后继乏力的印象。

既然老节目费力不讨好，国
产的综艺节目就急需开发新的
节目类型，从文化、科技、表演等
方面入手，这类节目既符合正确
的导向，又能引导观众的审美，
给观众提供好的文化精神产品。
比如，《国家宝藏》就是一个让

“文物活起来”的好节目，俘获了
年轻观众的心。《演员的诞生》

《声临其境》等注重演技的节目，
让实力派迎来了春天。因此，如
果创作者另辟蹊径，而非一味跟
风模仿，再加上真诚的制作，或
许会产生好的反响。 曾俊

当初能抄袭，现在别怪大家骂
1月9日，编剧于正的工作室

发表声明，称网络上出现对于正
及其作品的严重失实言论，部分
言论具有明显的侮辱性和人身
攻击性，给于正造成了极大的精
神伤害，损害了其名誉权和人格
尊严，因此声明要求相关人员停
止侵权，并呼吁广大媒体和社会
民众共同抵制网络暴力。

但是，众多网友认为，于正
工作室醉翁之意不在酒，其所发

声明并非单纯针对网上不实言
论 ，而 是 对 编 剧 宋 方 金 的 回
应——— 近日，宋方金在某节目中
点名批评于正多次抄袭，并称于
正为“抄袭大王”。

从法律角度来说，于正工作
室所发声明没有任何问题。声明
非常笼统和巧妙，未提及任何具
体的言论和个人，如若单纯分析
宋方金的言论是否构成对于正
名誉权等人格权的侵害，则会略
显偏颇，有失严谨。毕竟在网络
环境下，确有可能存在某些针对
于正的侮辱性和人身攻击性言
论，侵犯于正的名誉权等权利。

但是，并非所有的负面评论
和指责都是侵犯于正名誉权或
人格尊严的违法言论。我国《民
法总则》第一百零九和一百一十
条规定，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

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且自然
人享有名誉权。所谓名誉权，
是指公民或法人享有的，就
其自身特性所表现出来的社
会价值获得社会公正评价
的权利。侵害他人名誉权
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侮辱
和诽谤。

侮辱，即是用语言、
行动或者其他方式辱骂、

嘲讽他人、使他人的心灵蒙受耻
辱等公然损害他人人格、毁坏他
人名誉的行为；而诽谤则是指捏
造并散布某些虚假的事实，破坏
他人名誉的行为。

如果某些言论只是直接或
者间接地指责于正抄袭，则难以
认定该言论侵犯了于正的名誉
权。要知道，在“琼瑶诉于正著作
权纠纷”一案中，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认定于正
的《宫锁连城》侵犯了琼瑶《梅花
烙》的著作权。对于一般民众而
言，北京高院的判决实质上就是
认定了“于正抄袭琼瑶的作品”。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社
会大众直接或者间接指责于正
抄袭，并非捏造或者散布虚假事
实，也未公然毁坏他人名誉。降
低于正社会评价的，是他自身的
侵权行为，而非别人对其抄袭行
为的负面评价和指责。因此，指
责于正抄袭的言论并不构成侮
辱或者诽谤，也未侵犯其名誉权
等人格权。

于正工作室发表声明，明里
暗里指责他人炒作，并不能摆脱

“抄袭者”的标签。唯有拿出得到
业界认可的原创作品，才能重新
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 小小

1月12日，李易峰更新微
博，称：“眉心有颗痘的少年。”
并晒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中李
易峰穿着黑色连帽衫，头上
两个小夹子，鼻梁上靠近眉
心的地方冒出了一颗小小的
痘。对于他奇葩的自拍角度
和清奇的直男审美，粉丝已
经无力吐槽，只能无奈地问：

“哥啊，这个自拍角度有什么
好的，值得你倔强不改？”
@鬼娃 GUIWa：易峰啊，你住
手吧，退出自拍届吧。
@何小瘦吖：哥的自拍角度
我也不知道说啥，你帅你开
心就好。

等不到张艺兴
粉丝围堵黄磊

日前，黄磊在微博中发
文透露，自己一抵达上海虹
桥机场，就有一群粉丝在等
自己，还要求合照，但是那些
粉丝却不是喊自己的名字，
而是一直喊“师父”。过去张
艺兴在《极限挑战》也是叫黄
磊“师父”，于是就猜测这群
接机的粉丝应该是喜欢张艺
兴的，他随即问道：“你们都
是张艺兴的粉丝，怎么来接
我呢？”没想到，下秒几名妹
妹就诚实地回答，“看不到艺
兴，看看你（黄磊）也行啊！”
@Xback王小正儿正儿正儿：
不是不是，师父你听我解释，
我们也是爱你的。
@甚么Xback：师父，徒媳应
该的。
@三摄：摸不到艺兴，摸摸师
父的胖手也行啊。

蓝蓝洁洁瑛瑛经经历历坎坎坷坷

于于正正曾曾因因抄抄袭袭被被起起诉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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