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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林艳雯 实习生
吴婉菁《 妈妈咪呀》第二季将于明
年1月8日在东方卫视开播。本季

《 妈妈咪呀》 不仅请来知性名嘴蔡
康永“ 入驻”观察员席位，更是请
到了已是两位孩子母亲的张柏芝亲
临。前晚，张柏芝作为明星加油大
使亮相，她坦言做了母亲改变了她
的生活，并自曝两个儿子中更疼爱
卢卡斯。

张柏芝的现身让全场观众倍感
惊讶，她不仅与在场的妈妈合唱成
名曲《 星语心愿》，更是在观察员兼
好友的蔡康永、金星的循循善诱下

敞开心扉，畅聊做母亲的点滴。张柏
芝坦言，妈妈的身份让自己戒掉了
酗酒、夜归的不良生活方式，也让她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责任。

最近感情传闻不断的张柏芝在
节目中坚定表示，现在的择偶标准
已经完全偏向孩子，“ 当我做了妈
妈，对仰慕者追求者的眼光会不一
样，在选择男性朋友之前，首先会先
考虑儿子，不会想要随便拍拖。不过
如果缘分来了挡也挡不住，但是在
不确定感情稳定之前我也不会让那
个男人进入到生活中来，因为我要
对孩子负责。”

她爆料，两个儿子已经充满了
她的生活，会经常为她搭配衣服，给
出建议。当金星坦言自己往往会更
爱大儿子一些，张柏芝也表示十分
有共鸣：“ 虽然两个都很疼，但是我
会多爱老大（ 卢卡斯）一点点。因为
大儿子给了我第一次做母亲的感
觉，而且如果教好了哥哥，弟弟就会
跟着哥哥学。”

生了两个儿子的张柏芝对当妈
妈渐渐上瘾，“ 我很爱照顾孩子，也
很享受怀孕的过程。”她放言今后仍
有生子计划：“ 我希望最少三四个，
如果五个我也是可以的。”

本报讯 记者 林艳雯 今年7月，
一家四口花费两百万，家长停工、孩子
休学开始自驾环游世界的新闻引起热
议。12月25日、26日，用了一百多天走
遍全国的这一家四口做客了江西卫视

《 深度观察》栏目，不料他们的“ 壮
游”行为却遭到了绝大多数现场嘉宾
的反对。唯有导演江小鱼力挺一家四
口，并以娱乐圈中高晓松的成长为例，
称“ 这是一场诗和远方的追寻”。

爸爸妈妈带着女儿和外甥女，用
尽家中所有财富并不顾朋友和周遭
亲人的反对和担心，将用一年的时间
自驾环游世界追寻心中的梦想，这本
是让很多普通人自叹不如并深深羡
慕的事情，但在《 深度观察》节目里，

他们一家却遭到了理性的嘉宾们的
反对。

唯有导演江小鱼力挺，并搬出高
晓松为例：“ 高晓松跟他妹妹到现在
都坚持不买房，因为他妈妈跟他说过
你们必须到全世界走，要扩展视野，
即使你们将来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
们还有两样东西：一个是诗，一个是
远方。”

节目里，黄海涛一家透露，在过
去的一百多天里，他们已经走过了安
徽、四川、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宁
夏、内蒙古、黑龙江等，在结束环游中
国之后的下一站，他们将踏上欧洲大
陆，从中国的内蒙往莫斯科方向开始
欧洲之行。

B13
2012年12月25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曹莹 美术编辑 王丹华
联系我们 qnbwy2009@163.com 文娱

》同城另一场演唱会
入场每人发根红领巾

演唱会晚8点开场，门口工作人
员挨个儿分发红领巾———《 一块红
布》等歌曲太过有名，红领巾也成了
崔健摇滚的标志之一，拿到的一瞬
间，很多人都是感慨不已：当年的文
艺青年，如今早已成为大叔，而全城
的大叔，昨晚几乎都在赶往上海大
舞台———崔健，是另一种激烈的怀
旧符号。

著名节目主持人乐嘉，就在微
博上发了自己戴着红领巾的照片，
说：“ 此生去听的第一场演唱会，献
给了崔健。”

而当崔健问起“ 多少人是50年
代、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多少人
出生在迷失的季节？”时，你才会发
现，他的号召力，远远不止外界以为
的这些“ 大叔级”人士，很多年轻女
孩，也加入了崔健的阵营。

“ 这是摇滚的力量，真实的力

量。”崔健曾说。昨天，他的舞台异
常简单，仅仅在舞台中央有一块大
屏幕，没有太多的视觉效果，也没
有太多的花哨表演，即使唱着很多
人听不懂歌词的新歌，绝大部分人
却都在挥舞着红领巾，兴奋地起身、
呐喊。

崔健终于肯唱老歌了！《 快让我
在这雪地上撒点野》的旋律一起，全
场都开始了大合唱！

这样的氛围，让崔健也很动情。
他曾经得意地告诉本报记者：“ 我经
常在商演中，被观众要求唱《 一无所
有》，但我就不唱！”可是昨天，在自
己近20年后才再开的上海演唱会
上、在那么多热泪盈眶的老男人喊
声中，他还是唱了经典的《 一无所
有》，来结束一晚的疯狂。

中国摇滚依然是把刀子
1993年，崔健的“ 新长征路上的

摇滚” 就在上海体育馆举行；2002

年，他的“ 蓝色骨头”依然选择了这
里开唱。“ 蓝色的骨头，依然坚硬！”
他说，应和声一片。

昨天的演唱会，他说得不算多，
但简短的话，总是能让人感觉到力
量：“ 很多人说《 一无所有》代表着
中国摇滚的开端，但我认为，摇滚也
要向前看，当时摇滚是在荒漠上诞
生，直到现在，在流行音乐依然有那
么多假唱的情况下，摇滚依然是一
把刀子，有着尖锐的力量。”

他还讲了自己的故事。一次义
演，他们被主办方拒绝，理由是“ 摇
滚是洪水猛兽”。“ 中国的摇滚，不
是猛兽，但是，是洪水！”他说。

基于对摇滚的热爱，崔健对热
爱摇滚的歌手，也向来是情有独钟。
昨天的演唱会，他就罕见地邀请了
嘉宾，还是谭维维这样的年轻歌手，
而理由，正是因为谭维维与生俱来
的摇滚气质，两人合唱了一首《 鸟鱼
之恋》，同样很有感染力。

全城大叔看崔健
“ 红领巾”边唱边哭

小资们吃喝玩乐的平安夜，能和愤怒的摇滚教父崔健联
系在一起吗？能！昨晚，崔健在近20年后再度登陆上海大舞台
开唱。同样的舞台，同样的呐喊，让全城的大叔们激动不已，也
让这个平安夜有了不同的力量。 本报记者 陈宏

昨晚，崔健歌声在申城“ 怒放”。 本报记者 丁嘉 摄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昨晚，HOT
DOG（ 热狗）和张震岳的圣诞演唱
会派对在上海奔驰文化中心上演，此
前就强势表态会将现场搞成全城最
HIGH夜店的他们，竟然非常搞笑地
将山寨“ 鸟叔”PXY拉到现场，骑马
舞的节奏一响，全场都笑疯了！

在整场演唱会中，热狗自己担纲
了主角，但同时，他也请来了很多在
潮人们当中颇有号召力的嘉宾助阵。

而最高潮还是在放起《 江南
STYLE》时，热狗自信地说：“ 这首歌
虽然放烂了，但我的就是比较牛！”
话音刚落，身穿蓝色西装的鸟叔、韩
国歌手PSY竟然登场！他把风靡世界
的这位歌手都请来了？结果，大家仔
细看才发现，这位是山寨的，叫做
PXY。

山寨鸟叔亮相热狗演唱会

热狗和张震岳演唱会吸引了潮
男潮女。 本报记者 马骏 摄

助阵《 妈妈咪呀》

张柏芝：偏爱卢卡斯 期待新缘分

《 深度观察》热辩“ 停工休学游世界”

本报讯 记者 林艳雯 持续了两
个多月的SMG“ 名 、优 、新 播 音 员
主持人” 评选活动终于要揭晓结
果，明晚将在东视剧场举行颁奖盛
典，“ 名播音员主持人” 等共25个
奖项将花落各家。据悉，该盛典将
于1月2日晚在新娱乐频道和东方
卫视播出。

名优新活动初评阶段由SMG甄
选出50名候选人参评，于今年10月11

日启动公选投票，同时还邀请了业界
资深专家、各大媒体代表、广大客户
等从专业业务能力、业界影响力、市
场美誉度等方面进行专项评选，最终
选出获奖人选。

据悉，颁奖盛典由曹可凡和陈蓉
主持，将请到《 声动亚洲》的选手来
演唱“ 幸福Style”，也有王自健以脱
口秀形式串联，同时邀请主持人的家
人到现场，来给获奖主持人颁奖。

本报讯 记者 杨欣薇 王家卫
《 一代宗师》 延期至明年1月8日全

国上映，在陆续公布梁朝伟、章子
怡、张震、赵本山“ 四大宗师”剧照
后，片方昨日公开了梁朝伟、宋慧乔
饰演的“ 叶问夫妇”合影，宋慧乔塑
造的“ 叶太太”典雅温润且十分性
感，突破以往甜美可爱的戏路。

王家卫向来非常擅长刻画女性
角色，他往往能挖掘出每个女演员
与众不同的气质，让她们在镜头前
呈现出千姿百态的美感。不久前在

《 一代宗师》曝光的一款预告片中，
宋慧乔饰演的“ 叶太太”贤淑美丽，
与章子怡饰演的八卦掌“ 打女”交
相辉映，给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对于首次与梁朝伟合作，宋慧

乔表达了欣喜和惊喜：“ 很多人都知
道他的眼神特别有魅力，我也一直都
是他的粉丝。我跟他一对戏的时候，
感觉到果然是很厉害的眼神，他的眼
神快把我融化了，我在现场看到他的
眼神比在电影中的强几百倍。”

“ 叶太太”宋慧乔被梁朝伟“ 电晕”

SMG名优新主持明晚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