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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菲、那英两位天后确
定加盟央视春晚后，本以为可
以等到天王刘德华加盟的消
息，但日前刘德华经纪公司对
外宣布了他今年不会出席春晚
的消息，并透露此前有接到邀
请，但时间配合不上。但据知情
人士透露，刘德华方面此前的
确曾接到春晚邀请，但之后因
为歌曲原因最终无缘。

在此之前，刘德华已经五
次登上春晚，1995年首次登上春
晚演唱《忘情水》，1998年，刘德华
与张信哲、毛宁合唱歌曲《大中
国》，2005年独唱《恭喜发财》，
2015 年独唱《回家的路》都已经
成为春晚中的经典画面。据悉，
当今年接到春晚邀请时，刘德华
方面非常重视，立刻着手准备 2
月初举行的联排，但演唱曲目一
直处于保密状态。该知情人透
露，正是由于这首一直没有对外
公布的歌曲没有通过，才使得刘
德华无缘春晚。据了解，接下来
刘德华会集中投入到今年的香
港演唱会准备中。 邵登

自从谢娜怀孕后，有关她
即将生子的消息一直没有断
过。近日，有知情网友在网上发
帖称，自己和相关的内部人士
已经打听到了一些情况，一月
底或者二月初左右，谢娜就要
正式当妈妈了。

而就在 1 月 29 日，该知情
人士又爆了猛料，而且这次更
加的详细和具体，那就是谢娜
的预产期已经定在了 2 月 5 日
这天，并且怀的是双胞胎，而且
两个孩子都是女儿。

从亲朋好友送给谢娜的礼
物，似乎也能看到一点端倪。比
如奚梦瑶送给谢娜孩子的礼物
是个可爱的小鹿凳子。郎朗送
给谢娜的则是女孩们非常喜欢
的白色钢琴。谢娜自己缝制的
玩偶更是能说明一切，一看就
是为女孩子们特意准备的。

至于谢娜到底会在哪里生
孩子，也是网友们关心的问题。
之前杨迪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就称，娜姐特意警告过不能暴
露细节，他要能说肯定早就说
了，但是在采访中，被问及宝宝
会在哪个城市出生这个事情的
时候，杨迪很含糊地回答道：北
京之类的。不过根据张杰最近
的行程看，生孩子的地点很有
可能是上海。 棕鹤

谢娜怀了双胞胎？

刘德华无缘春晚

据联合国官方微博消息，
TFBOYS 成员王源作为中国
青年代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青年教育使者，30 日在纽约联
合国总部参加了联合国经济与
社会理事会 2018 年青年论坛。

第七届联合国经济与社会
理事会青年论坛正在进行，作
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年教育
使者和中国青年代表，今年王
源落座于中心发言席位，与来
自全球的专家和青年代表们就
议题进行讨论。据悉，王源于本
月 29 日抵达纽约，30 日和 31
日在联合国参加 2018 联合国
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青年论坛。
第二次在联合国发言的王源表
示，自己过去一年做了许多公
益事业，再次来到纽约更加有
底气了。 贾雯帆

王源二度联合国发言

近日，马景涛上《吐槽大会》全程尴尬，却炸出了一波回忆杀。不少人都怀念起
当初那个在琼瑶剧里一言不合就撩妹的情话小生。但从经纪人将他告上法庭起，
马景涛就开始走下坡路。先是弟弟入狱，后又被指责家暴，名誉遭受重创。如今他
二婚二离，压力可想而知。除了马景涛之外，90后的童年男神们如今又是什么境况
呢？伴随着娱乐圈男神的更新换代，当年守着电视的观众们也早已变了模样。

何润东跨界当导演

“小李飞刀”差点谢顶

比起压力大到变形的马景
涛，何润东最近两年倒是焕发了
事业第二春，《那年花开月正圆》
中的吴聘一角圈粉无数，让他晋
升为“宝岛演技派”，还娶了知书
达理的温柔娇妻。十几年前，何
润东曾是霸道总裁代言人，从古
至今的霸道总裁都被他演了个
遍。步惊云和西门吹雪酷到没朋

友，毛杰、欧辰走的则是富家少
爷范儿。只可惜如今的霸道总裁
被更年轻一代的张翰、杨洋等流
量明星承包，何润东也开始尝试
跨界做起了导演。

在古龙作品中，少言寡语的
大侠很多，但能与何润东的西门
吹雪相提并论的，必须是小李飞
刀。扮演小李飞刀的焦恩俊当年
堪称“台湾古装剧一哥”，颜值与
演技并存。他剑眉星目、气质舒
朗，连泡面头这种奇葩造型都能

驾驭得了。此外，在其他古装剧
中，他不仅能演好忠心侍卫展
昭，还能当好大反派二郎神。然
而因为在古装剧中头套戴得太
多，很长一段时间里，焦恩俊都
面临谢顶的问题，好在如今他已
恢复了满头黑发的模样。如今他
与前妻所生的女儿被网友誉为
颜值最高的星二代之一，他本人
也成了四处走穴赚钱的商演明
星。有钱可赚，有家人相伴，焦恩
俊的小日子过得很是美满。

黄海冰演配角

尔康成了“娱乐圈外人”

如果说，焦恩俊是“台湾古
装剧一哥”，那么内地的“古装剧
一哥”非黄海冰莫属。浓眉大眼、
一身正气的陈家洛和沈浪是许
多80后、90后心中的白月光。作
为中戏科班出身的演员，黄海冰
靠过硬演技行走江湖，最红的时

候也没有炒作过多的
花边新闻，结婚离婚

都低调得很。多年前，为了《日落
紫禁城》这部戏，他推掉了《还珠
格格》中的尔康一角，后又推掉
了《情深深雨蒙蒙》，与爆红失之
交臂。如今的黄海冰已是快要奔
五的年龄，他依旧活跃在影视圈
中，时常在IP剧中为流量明星们
做配角。二婚生子的他将更多精
力放在了家庭上面。

假如黄海冰演了尔康，那可
能就没周杰什么事了，也不会出
现刷屏的尔康表情包，更不会牵

扯出到底有没有强吻林心如这
桩十年悬案。周杰的演技精湛，

“官二代”尔康的气度和深情都
被他诠释得相当到位。爆红之
后，周杰也有过一段资源爆棚的
时期，《少年包青天》系列还是他
这一部最好看。但2008年开始，
周杰涉嫌闯路障、打保安上了社
会新闻，此后，他渐渐从一线男
星的队伍里消失。目前他开公
司、做投资、演话剧，俨然已经是

“娱乐圈外人”。

陈浩民变油腻

张卫健与TVB和解

与周杰同样因为负
面新闻而口碑大跌的童

年男神还有陈浩民。
陈浩民在TVB时期
走的是温润如玉的
公子哥路线，凭借
段誉和叶希这两个
角色圈了不少颜值
粉，与佘诗曼的四年

爱情长跑也曾是香港

娱乐圈佳话。然而，分手后的陈
浩民迅速油腻发胖，气质也发生
了改变。结婚生子后还因为骚扰
女明星而上了热搜。为了挽回形
象，连身怀六甲的妻子都被他拉
出来站台。经过这次风波后，陈
浩民言行举止都规矩了许多，每
日奔波忙工作，尽力为四个孩子
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陈浩民当初能拿到《西游记
2》这个大IP，是因为上一部演孙
悟空累出急性肾炎的张卫健要
求TVB加薪而被拒绝。张卫健原

本是歌手出道，在TVB打了七八
年酱油才做到主角，没演几部戏
就过了气，还和当时的女友宣萱
分了手。好不容易从台湾红回了
香港，他又因为加薪事件被雪藏，
此后，张卫健转向内地发展，塑造
了机灵小不懂、方世玉等经典角
色。后来，他娶了江苏姑娘张茜，
但张茜两次流产给夫妻俩造成了
巨大的打击，二人至今都未能诞
下自己的孩子。如今的张卫健已
与TVB和解，还做起了主持人。

木木

多年前的经典剧现在还是看不腻！
央视版《西游记》重播超过

3000次，创造的重播率甚至申请
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亮剑》5年
内重播 3000 余次，《武林外传》
是每年寒暑假重播次数较多的
情景喜剧，经典的电视剧还在各
种节假日被反复不断重播。一部
比较优秀的电视剧可能在一定
的时间段内大热大火，但不一定
能成为经典，留名青史。所谓经
典，一定是经过时间的锤炼，影
响了一个时代的里程碑式作品。

《我爱我家》：

开国产室内剧先河

经典之所以经典，正在于其
对电视剧类型的开创性意义，

《我爱我家》用90年代北京一个
六口之家以及他们的邻里、亲朋
各色人等构成的社会横断面，反
映了社会上的各种类型的人物
性格，展示了一幅改革大潮中大
千世界绚丽斑斓的生活画卷。

《我爱我家》是一部集教育
性与娱乐性、严肃性与通俗性、
艺术性与群众性于一身的新型
电视文艺作品，是国外情景喜剧
结合我国国情与受到我国观众

普遍欢迎的小品、室内剧有机结
合的艺术形式。

《我爱我家》既市井又有内
涵，既通俗而又深刻，有着与众
不同的幽默和思想深度。该剧不
仅从细节上可以看到那个时代
的蛛丝马迹，而且每个故事都与
时代相呼应。这个戏里有很多东
西能让人联想到社会现实，联想
到自己，比如《捕鼠记》，写的虽
说是耗子，其实指的是人。还有，
圆圆写作文、贾志新要做买卖、
家里要分房等故事，都非常接地
气，又具有寓言的特点。

《亮剑》：

李幼斌被做成表情包

《亮剑》于2005年首播，是央
视当年的收视冠军。自播出后一
直深受欢迎，2013年曾有统计显
示，《亮剑》5年多就被重播了3000
次。业内认为，这一方面证明了
经典好剧经得起时间检验，另一
方面也反映了现今优秀抗战剧
的缺乏。

10年演员价格翻了几十倍，
拍摄技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抗战剧给人的印象更多是

“雷剧”“离谱”，鲜有精品。因此，
《亮剑》播出十年后重播还能闯
进收视前五，也就不难理解了。

近年来，《亮剑》除了在各大
卫视重播之外，剧中的经典台词
也在不少年轻人喜欢的弹幕网
站 B 站上被反复重播，李幼斌至
今还被观众亲切的称呼为“团
长”，他的经典语录“意大利炮”
也成为流行语和表情包，在年轻
人口中广为传播。

《甄嬛传》：

“安陵容”一天死三回

曾经有网友吐槽称，春
节长假期间，“安陵容”一天
之内能在电视上死三
次，由此可见《甄
嬛传》重播得有
多频繁。尽管距
离《甄嬛传》首播
已有六年时间，但该
剧仍旧风光不减，成
为近年来电视台重
播次数最频繁的电
视剧之一，也成
为 众 多 重 播
神剧中“资历

最浅的一位”。
你几乎在任何时间打开电

视机，都有可能与该剧迎面相
撞。难怪网友要说：“我都快要看
吐了。”“我媳妇 3 个台轮着看，
哪个台上广告就换，最关键的是
随便看哪个台都接得上剧情。”

“现在早上叫醒我的不是闹钟，
而是皇上！”

《甄嬛传》能被轮番播出，一
是因为好看；二是它二轮播出版
权比一般联播新剧少了近一半

价钱，“便宜又好
看”让不少电视
台争相“回锅”。

本报综合

““什什么么？？《《亮亮剑剑》》又又重重播播了了？？””（（设设计计台台词词））







马马景景涛涛今今非非昔昔比比

曾曾经经的的““古古装装剧剧一一哥哥””黄黄海海冰冰沦沦为为配配角角

泡泡面面头头都都挡挡不不住住焦焦恩恩俊俊的的颜颜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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