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晓明为37岁赵薇庆生
只要感情好 瘸着腿也要公主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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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欣薇 刘德华、
佟大为、林志玲、张静初等主演的电
影《 富春山居图》上映一波三折，先
是传出因部分内容损害警察形象而
未过审，后又有消息称是特效镜头太
山寨要补拍，令原本去年国庆档就应
上映的该片始终上映无期。不过，昨
日该片最新预告片的公布，宣告了其
正式回归。有消息称，改名《 天机·富
春山居图》的该片已定档五一，且影
片将以3D格式公映。

《 富春山居图》讲述由刘德华饰
演的顶级特工，为保护国宝名画“ 富
春山居图” 与觊觎夺画的多国阵营
作战的故事。原定去年十一期间上映
的该片曾因各种“ 技术原因”延误。

王学兵离婚后
首度承认新恋情

本报讯 记者 林艳雯 虽然并没
有太多让人印象深刻的影视作品问
世，但王学兵出道以来的感情倒一直
备受关注。从与范冰冰的恋情，到和
圈内女演员孙宁结婚又离婚。

昨日，来沪为东方电影频道即将
开播的民国传奇剧《 上海森林》宣
传，被本报记者追问新恋情时，首度
坦承：“ 对，我有新恋情了。”而记者
调侃称两人看起来年龄差距很大，王
学兵也笑着回应：“ 其实不太大。”

王学兵和孙宁离婚一年后，孙宁
于近日传出新恋情，被拍到与神秘年
轻男子机场出行。记者昨日就此提问
王学兵时，王学兵有些支支吾吾和自
言自语：“ 哦，机场，机场拍到，年轻
很多是吧？”记者追问要不要送上祝
福，他也支支吾吾没有回答。倒是被
本报记者反复追问其有没有和孙宁
一样有了新的感情动向时，王学兵拗
不过记者，坦白交代起来：“ 对，我有

（ 新恋情）了，你们一直要问，我也不
在意告诉大家。”

本报讯 记者 林艳雯 近来明
星生日多。从李宇春到刘诗诗到赵
薇。前日，赵薇携自己的导演处女
作《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主创
人员做客访谈节目《 鲁豫有约》，
节目组还有意请来了赵薇的大学
及初高中同学，作为赵薇大学同学
的黄晓明也不顾伤腿、带着蛋糕现
身录制现场，两人捏脸、玩抱抱，亲
密无间。

据现场粉丝透露，黄晓明拄着
拐杖亮相现场时，还来不及放下拐
杖，赵薇便兴奋地扑在了黄晓明的
怀里，而黄晓明则满面笑容地给了
赵薇一个熊抱，现场气氛瞬间“ 粉
红满满”。

由于3月12日便是赵薇37岁生
日，黄晓明便带来了一个精心制作
的蛋糕。据悉，黄晓明连续拍了2天
夜戏，睡了4个小时，即便如此也坚
持来到现场送上生日祝福，并表
示：“ 16年，只要她需要，我一定会
支持她帮助她，永远都是。”更令
赵薇当场感动不已。

关于这个蛋糕还有一个插曲，
据称蛋糕曾不小心摔坏过，而由于

时间仓促，黄晓明立刻叫来蛋糕师
傅现场补救，蛋糕才得以完整呈
现。赵薇听后忍不住亲吻黄晓明脸
颊，然后吃了一口蛋糕，黄晓明在
一旁则立刻拧开瓶盖把水送到赵
薇嘴边，贴心十足。

在节目录制过程中，黄晓明坐
在赵薇右边，赵薇与主持人聊得正
欢时，猛拍黄晓明大腿，由于黄晓
明右腿受伤，现场粉丝不住惊呼。
之后主持人也提醒赵薇“ 你轻点
拍，他腿有伤”，不过黄晓明笑着
表示“ 我习惯了”。赵薇喜上眉梢，
忍不住感慨：“ 将来谁做你老婆可
得幸福死了”。

不仅如此，黄晓明全程几乎都
“ 深情脉脉”地注视着赵薇，并且

脸带笑意，时不时为赵薇送上水
瓶，还大赞赵薇“ 那双标志性的大
眼睛全世界谁也比不了”，一副温
柔宠溺之态。

赵薇在聊天之中还调皮地捏
捏黄晓明的脸，黄晓明则低头羞涩
一笑。最后在现场粉丝“ 再抱一
个”的呼声下，拖着伤腿的黄晓明
扔掉拐杖，给意犹未尽的赵薇来了

个公主抱，全然不在乎伤病之痛，
这番行为更是引发尖叫连连。

对此，赵薇在节目录制结束后
发表微博对黄晓明“ 表白”：“ 我
也再次被深深感动，不眠不休从怀
柔片场赶到我节目现场，青春岁月
让你的魅力闪亮到无法阻挡。”黄
晓明则继续温柔攻势：“ 当你需要
我时，我就在这里。”让网友既感
动又感慨。

网友“ 骁潇”感慨称：“ 有件
世上最遗憾的事情莫过于赵薇成
了黄太，但却不是 黄 晓 明 的 太
太”。“ 追女莫过黄晓明！暗恋到全
世界都知道，就算她结婚当妈了也
一样红果果深情款款注视着她！怪
不得让赵薇情不自禁说了句‘ 太
后悔了！’”“ 今天晓明把现场薇
迷的心都俘获了”。

据悉黄晓明曾承认自己在大学
时代追求过赵薇，不过遭到了拒绝。
虽然做不了情侣，两人也一直维持
着很好的朋友关系。对此，两人的老
师崔新琴表示，黄晓明跟赵薇之间
好得都不分性别，“ 是亲情和友情
的组合，而且远远超过了爱情。”

本报讯 记者 林艳雯 实习生
韩琳琳 电视剧《 步步惊心》的续
集《 步步惊情》 刚刚开机，“ 穿
越” 女主角刘诗诗又恰逢26岁生
日。前日，剧组为刘诗诗准备了温
馨生日派，男主角吴奇隆也特地
赶至现场为刘诗诗庆生，并承诺送
上生日大礼。

《 步步惊情》日前正在天津紧
张拍摄中，3月10日刘诗诗生日当
天剧组仍旧正常拍摄，但是收工之
后却为她进行了一场惊喜而温馨
的生日派对。现场布置了许多气球
彩带，更准备三层生日蛋糕。同组
拍摄的孙艺洲、叶祖新和武莉都在
场送上了礼物和祝福。

巧合的是，当天也是作为男主
角的吴奇隆第一天进组。他为替刘
诗诗庆生，匆匆赶来片场。两人一

见面吴奇隆就调侃说，已经为诗诗
准备了“ 生日大礼”，却因为礼物
太大，没办法拿到剧组来。有“ 吃
货”称号的诗诗马上问道，是不是

“ 冰箱”？惹得众人开怀大笑。生日
进行到切蛋糕环节，吴奇隆还现场
指挥刘诗诗如何切蛋糕，帅气霸气
兼备。

华仔《 富春山居图》
改名定档“ 五一”

本报讯 记者 闵慧 正当元老级
歌手们热衷于参加选秀节目，担任
评委，以此博取眼球之时，孟庭苇却
选择拒绝！而当众多歌手踊跃参加

《 我是歌手》 节目，欲借怀旧这个
点，再次提升人气时，她却选择陪儿
子做功课！发行新民歌专辑《 太阳
出来了》，也选择限量一万套，深知
歌坛不景气的她，只想让自己的唱片
成为珍藏。

昨天下午，孟庭苇一袭飞天白
衣装亮相上海为新专辑造势。这是
新专辑继台北、北京、厦门后的第4
场记者会。

孟庭苇发专辑
对“ 上镜”没兴趣

》明星庆生

吴奇隆指挥26岁刘诗诗切生日蛋糕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黑豹乐队再
换主唱！本报记者昨天从乐队方了解
到，由于乐队和前主唱张克芃在去年
年底录制新专辑时，对演唱方法产生
了“ 严重分歧”，最终双方商定“ 和
平分手”。拥有“ 听过就不会再忘的
声音”的新主唱张淇，将成为这支中
国最著名摇滚乐队史上第10位主唱！

“ 其实，主唱只是乐队的一个声
部，黑豹最在意的不是这个。”乐队
资深成员、鼓手赵明义说。

和原主唱“ 大鹏”和平分手
此前，乐队主唱是“ 大鹏”张克

芃。但是，黑豹乐队在去年年底进录
音棚录制新专辑时，双方在音乐理
念、演唱方法以及新专辑的创作中，
都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并且很难取得
一致意见。

“ 最后，我们觉得，还是分开吧，
尽管这个新专辑是共同创作的作
品。” 赵明义告诉本报记者，“ 当然，
这是和平分手。他没进过录音棚，比
如在唱法上，我们要摇滚一点、硬一
点，但 是 ⋯⋯ 其 实 具 体 也 不 太 好
说。”

新主唱有把过耳不忘好声音
黑豹乐队现在确定的新主唱，叫

张淇。听起来是个新人，但是在摇滚
行业其实已经有了十几年的经历。

“ 他已经弹了15年的琴，却拥有听过
就不会再忘的声音，他有一个很摇滚
的唱法，不是他的真嗓、本嗓，等新专
辑上市你就知道了。”赵明义说。

本报记者也了解到，双方的结
缘，是因为十几年前的一部电视电
影，黑豹乐队创作了一首歌，由张淇
来演唱，后来又曾同台演出过。“ 选
新主唱，是从很多声音中选择的，最
终我们选择了他。”

黑豹精魂不受频换主唱影响
从成名之前的丁武，到后来著名

的窦唯、栾树、秦勇，黑豹乐队近30年
的历史里，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换
主唱。在上周五湖南卫视的《 我是歌
手》中，前零点乐队主唱周晓鸥翻唱
了窦唯时期的《 无地自容》，不仅让
他一跃成为第二名，更是感动了无数
观众，也让很多人怀念起了黑豹最美
好的时代。

“ 你知道的主唱有4个，但你不
知道的黑豹主唱，其实之前已经有了
9个！除了你说的几位，还包括了秦勇
的哥哥、栾树的哥哥等等，他们或者
加入乐队，或者是在演出时出任，但
都是黑豹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赵
明义说。

而频繁换主唱，也正是因为黑豹
乐队“ 不过分在意主唱”。就像赵明
义所说，他其实很希望稳定，但黑豹
一直是集体创作，主唱只是负责一个
声部而已，不像国内现在的摇滚歌
手，乐队都是“ 雇佣军”。所以，换主
唱也无损黑豹乐队这么多年的精魂。

黑豹仍被寄望扛摇滚大旗
《 中国好声音》中唱摇滚的梁

博夺冠，周晓鸥凭借《 无地自容》
能够绝地反击，正因为能够直面人
性、最真实的摇滚，现在越来越受
到 欢 迎 ， 越 来 越 成 为 主 流———而
这，是20多年前黑豹乐队成立时，所
不敢想象的。

3年前，摇滚乐在最低谷时，黑豹
一些成员开始努力做摇滚市场，“ 怒
放”品牌如今已全国知名、音乐节摇
滚的力量也越来越大，让这个市场
有了稳定的歌迷。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黑豹乐队和当年一样，值得尊
敬。

黄 晓 明 一
上台赵薇就“ 不
顾他的伤腿”来
了 一 个 熊 抱 。

（ 左图）

黄 晓 明 玩
到兴奋处，扔下
拐 杖 横 抱 起 赵
薇。（ 右图）

原主唱与乐队音乐理念分歧太大
新主唱张淇！黑豹换主唱不换精魂

孟庭苇昨来沪。 本报记者 马骏 摄

刘诗诗在吴奇隆的陪伴下许下生日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