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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张逸麟

本报讯 201 3年对于贾斯汀·比

伯来说是疯狂的，他承受了越来越大

的压力，3月在伦敦濒临崩溃，取消了

演唱会，并入院治疗，看来他是有些

坚持不住了。昨天比伯在接受洛杉矶

一家电台采访时表示，自己的新专辑

《 J ournal s》将于下周发行，而且这会

是自己最后一张专辑，因为他将退出

娱乐圈。

“ 我实际上已经是个即将退休的

人，”当时的比伯一脸严肃，且言之凿

凿，“ 我想我得离开音乐了。”

“ 比伯又在搞笑了。”也许所有

人听到比伯的退休言论后都有同样

的想法。如果说去年他这么说时还会

引起一些惊讶的话，那么如今人们讨

论的是比伯为啥这么说，是纯粹娱乐

大众，还是为他的新专辑或者即将上

映的音乐纪录片《 相信》造势？

众所周知，比伯的音乐纪录片

《 相信》 昨天在洛杉矶进行了首映

式，并将在圣诞节期间正式上映，这

部纪录片已经引起了外界很大的关

注，现在加上比伯的退休言论，也许

会炒得更热。

至于所谓的退休言论，比伯的经

纪人斯考特·布劳恩另有一番解释，

“ 在《 相信》这部影片上映后，我会找

贾斯汀好好聊聊，我希望他在开始明

年的事业前能好好休息一下。”布劳

恩说，“ 比伯热爱他的工作，他还会继

续推出专辑，但他需要有一些属于自

己的时间，独自享受的时间，要知道

他从1 2岁开始就一直在工作。”

原来不是退休，而是休假，比伯

显然又和大伙开了个玩笑。布劳恩同

时承认，过去一年比伯惹了不少麻

烦，这些负面新闻对他的形象确实有

些损害，“ 他有时会惹上麻烦，但只有

很少的一段时间，大部分时间他都做

得很好。我们不可能老是纠结于那些

糟糕的话题，一遍又一遍地回答媒体

的问题，那些过去的还是让他过去

吧。”

事实上那些糟糕的话题并没有

影响比伯继续成为最热门的一线明

星，他到处惹事，却到处受追捧，今年

来华巡演时引起的热潮可见一斑。还

有比伯8月份与著名影星威尔·史密

斯 的 那 张 合 影 ， 在 照 片 分 享 网 站

“ Inst agram” 上吸引逾1 50万人按

赞，成为今年Inst agram最受欢迎的照

片。如此红火的贾斯汀·比伯，又怎么

能退休？

1.三国警方要拿比伯
贾斯汀·比伯上月中到阿根廷

巡演时摊上了“ 连续偷窃、诈欺、侵

入民宅与伤害”等罪名，比伯还对歌

迷 送 上 的 两 面 阿 根 廷 国 旗 又 踩 又

踹，侮辱国旗在阿根廷最高可判刑4

年。另外，比伯3月底携带未检疫的

卷尾猴到德国慕尼黑，遭海关扣留，

并要求他缴交约30万元罚款，他却

把猴子留在当地，自己走人，下次他

入境德国就会被追讨罚款；至于他

在 巴 西 的 一 家 饭 店 墙 上 涂 鸦 的 行

为，在当地属刑期3个月到1年的破

坏罪，当地警方说：“ 他下次入境巴

西就会被逮捕。”

2.最麻烦的邻居
邻居指责比伯驾驶法拉利在街

上飞车，不仅制造噪音而且危及其他

居民安全。据悉这位邻居还曾报警指

控遭比伯殴打，而且社区的其他邻居

都不喜欢比伯。

3.林赛·罗韩躺枪
19岁的比伯早前在网上上传过

一张自己喝啤酒的照片，但按照美国

法律，禁止21岁以下年轻人饮酒。媒体

抓住此事不放，惹怒了比伯，他社群页

面上说：“ 我已经19岁了，而且有5张

冠军专辑，我又不是林赛·罗韩。”

4.朝粉丝吐口水
今年7月，比伯在下榻于多伦多

的酒店时，在阳台上朝着路边群聚的

粉丝喷出一发“ 口水炸弹”，虽然死

忠粉丝对他的爱仍不破灭，但肮脏无

理的行为已经遭到网友一片吐槽。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这次回来，

我特意带了两首改编的新曲子，其中

的《 天涯歌女》，是献给我读书时的

老院长、原作者贺绿汀的。”近日，旅

美大提琴家陆元雄率美国TCU室内乐

团，在东方艺术中心接受了沪上媒体

采访，已经离开家乡上海28年的他，

这次，他率团回来，将于本月21 日，以

舒伯特的经典五重奏《 鳟鱼》奏响本

年度东艺市民晚场的收官之音。

“ 这里是我的家乡，我有很深的

感情。”陆元雄说，为上海观众，他特

意请两位美国作曲家，改编了两首大

家耳熟能详的曲目。“ 一个是马丁·

布莱辛格M改编自陈歌辛的《 夜上

海》，是献给上海的礼物。” 他说，

“ 还有一首，就是我们学院作曲系主

任布莱希·弗兰蒂诺改编自贺绿汀的

《 天涯歌女》。我读书时，贺绿汀老院

长还在学校，这也是为了纪念他。我

曾给布莱希几首曲子让他选择，他一

下子就选了《 天涯歌女》，说它的旋

律最好听。新曲子，跟原版不完全一

样，用了更现代的手法，不同的和声，

但主旋律贯穿始终。”

本报讯 记者 杨羡之 自2008

年，首创《 时尚新年》迎新跨年大秀

后，多年来星尚一直坚持推动中国原

创设计力量，每年挑选申城地标性建

筑奉上光影结合的时尚迎新大秀，今

年《 时尚新年》的主题定为“ 摩登年

代”。

此番前来参加《 时尚新年》迎新

时尚大秀的三位设计师分别为劳伦

斯·许、张驰、郑小丹。他们的作品融

会贯通中西时尚文化精髓，在固有的

中国元素中寻求新的突破。

正如劳伦斯·许所言：中国的服

装设计师要努力追随国际时尚,但绝

不能忘记中国特色的文化。中国设计

师正在努力进入世界时尚界的第一

梯队。此外，在1 2月1 9日举行的《 时

尚新年》新闻发布会上，星尚传媒还

同时公布了“ 201 3年度时尚新年年

度盘点”入选名单。

本报讯 记者 张楠 今日，《 全民

电影》 项目在北京举行签约仪式，黑

龙江电视台与荷兰FCCE公司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将荷兰《 娱乐体验》引

进中国，在此基础上共同打造一个全

媒体电影项目，宣告《 全民电影》项

目正式落户中国。

《 全民电影》除了借鉴荷兰《 娱

乐体验》的模式，邀请一位电影界泰

斗级导演领衔坐镇外，将在导师阵

容、活动规模上全面超越荷兰。《 全民

电影》项目将邀请导演、编剧、演员、

摄影、剪辑等各领域专业人士，形成

更大规模的导师团队，在每个领域做

专门指导。

另外，《 全民电影》 项目将在中

国六大城市、几十所高校举办动员活

动，影响力和声势将遍及中国各地，

为中国所有“ 潜在电影人”提供前所

未有的实现电影梦想的机会。

比伯又“ 退休”？这次没有人信
音乐纪录片《 相信》首映 新专辑发行在即

青年报记者 杨羡之

本报讯《 中国达人秀》首期中

的一对“ 杂技姐弟”吸引了众多观众

的目光。他们，就是刘欢欢和刘家宝

姐弟俩。一时之间，“ 刘家姐弟”、“ 杂

技姐弟”很快便成为了网络搜索的热

门词。昨天，记者与这对流浪十年的

姐弟面对面进行了了解，姐姐说，“ 我

就想明天可以交房租，买菜做饭给弟

弟妹妹。”而一心想当明星的弟弟，只

为了能够拥有一份保护姐姐的能力。

姐姐 希望弟弟能学专业
“ 汕头、东莞、惠州⋯⋯整个广东

我们都跑遍了⋯⋯”扳着手指，刘欢

欢细数自己曾经跑过的地方，语气平

静得仿佛在诉说他人的事情。小万宝

还在母亲肚子里时，父亲遭逢变故长

期离家，无奈之下，母亲只能咬咬牙

卖掉了家里仅有的财产———一头还

没长大的母猪，换了两辆自行车带着

儿女一路往南骑，沿途靠卖艺为生。

刘欢欢说，自己一家人在街头生

活了十年：曾经居住在二十多个人的

群租房内，因为，一张床位一晚只需

1 0块钱；小家宝夏天有时会睡在自动

取款机的“ 安全门”内，“ 因为那里有

冷气，他睡醒了第二天会来找我们。”

一天有时要表演十余个小时，只为了

那保证温饱的数十块钱⋯⋯

提起自己和弟弟的杂技，刘欢欢

一脸的笑意，“ 自学的呗，看电视里一

个动作一个动作去学，其实也没那么

难。”真的没有那么难吗？小家宝曾经

数次摔断过手臂，欢欢自己身上的伤

疤更是数也数不清。这次来到《 中国

达人秀》，刘欢欢的愿望其实很简单，

“ 就想让弟弟有个专业学习的机会，

他不能再像我们一样，一辈子都在街

头卖艺。他平时都是在模仿，我希望

能有个老师好好教他，有些指点。”

弟弟 不想让姐姐再待在街头
相较于姐姐刘欢欢，弟弟刘家

宝显得很腼腆，毕竟，他才只是一个

1 2岁的孩子。可当提到自己的梦想

时，小家宝的眼神开始放光。“ 我想

当明星！”

小家宝说，自己最喜欢的明星就

是成龙，“ 我也想像他一样，当一个武

打明星。”而当被问到为何想成为明星

时，他的回答让在场的许多人险些落

泪，“ 当明星就有钱了，就能养活妈妈

和姐姐，我不想让姐姐再待在街头。”

姐姐听到他想当明星，一次次提

醒他，可是，小家宝只是抿着嘴，使劲

摇着头。“ 他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前几

天自己试着手劈手头，都流血了，我都

哭了，他说他就是想试试自己的力

气。”刘欢欢用哽咽的声音说着，只是，

小家宝依然使劲抿着嘴，不同的只是，

他紧紧握着姐姐的手，久久没有放开。

[链接] 201 3，比伯依旧调皮

流浪十年“ 杂技姐弟”一夜成名

“ 我想成为明星保护姐姐”
《 时尚新年》玩摩登

《 全民电影》落户

陆元雄新曲献贺绿汀

文娱速递

这不是第一次比伯说想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