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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卢燕 王璐

本报讯 昨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

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今年3月9

日在本市黄浦区新锦江大酒店酒后伤

人的犯罪嫌疑人高峰、聂远和何睦三

人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据报道，3月9日凌晨5时50分，前

国脚高峰在上海一酒店与出租车司机

发生口角并打伤司机，事件发生时高

峰处于醉酒状态。

3月9日凌晨，在上海参加完综艺

节目总决赛的前国脚高峰和演员聂

远，在酒店与出租车司机发生口角，后

打伤出租车司机。随后，上海市公安局

黄浦分局官方微博发布消息：“ 5时50

分许，黄浦警方接1 1 0报警，称新锦江

大酒店大堂内一名出租车司机遭殴

打。接报后，警方到场将涉案人员高

某、聂某等人带至派出所。

据目击者介绍，事发时高峰等人

与出租车司机发生肢体冲突，出租车

司机被高峰等人打伤。随后，高峰等人

还走入酒店并砸坏部分物品。有媒体

记者在上海新锦江饭店看到，一面类

似地灯的发光设备被踢坏。据悉，高峰

确定吸毒，其吸毒行为将依法另行处

理。邱启明被取保候审，目前，被网友

戏称为“ 领队”的邱启明却未见“ 踪

影”，其在事后也就是3月1 0日还发博

分别澄清，他这样表示道：“ 三个拒载

司机和一个凌晨给儿子送礼物的父亲

的故事，让兄弟们受累了，祈佑！”

另据《 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他

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

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

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

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高峰、聂远等三人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批捕

青年报特派记者 陈宏

本报北京专电 “ 昨天晚上我们

设置了一个Wi f i 信号，想今天做演示

的，但今天早上发现路由器被偷掉

了。宣传团队还想把我塑造成‘ 徐布

斯’，结果一上来就很囧。”昨天，徐

峥导演新片《 港囧》在京举行定档发

布会，而亲自担任主持人的他，把发

布会也变成了“ 京囧”———别说，这

位华语影坛票房最高的男导演，联手

了票房最高的女导演赵薇，一起拍这

部片，就是打算永远“ 囧”下去，拍出

“ 囧系列”电影呢！

猪哥哥和小燕子一起囧
尽管开玩笑说，原本想找这两天

火爆得很的汪涵做主持人，但非专业

的“ 主持人”徐峥，脑袋却绝对清楚，

足够掌控场面，所以他能够一开场就

明确地挑明，媒体想要知道什么：比

如票房能否超《 泰囧》，比如为何要

用女主角而且还是赵薇。

在前两部作品中，徐峥联手的是

王宝强，这次却选中了貌美如花的赵

薇，尽管后者在《 亲爱的》中演技被

盛赞，但演这类喜剧，她行吗？在此前

《 港囧》放出的预告片中，赵薇是跪

求徐峥出任女主角的，昨天她解释

说：“ 我想证明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喜

剧演员。我要冲刺最好的喜剧女演

员，因为喜剧是人人都爱看的类型，

特别好的喜剧应该是票房纪录或者

是观众百看不厌的电影。”

徐峥开玩笑说，《 还珠格格》重播

次数破了纪录，居然一年重播1 3次，

他自己的《 春光灿烂猪八戒》也是很

厉害的，所以，“ 猪哥哥”和“ 小燕子”

在一起，“ 也是圆了一代人的梦”。

当然，徐峥还有更多的想法，他说

片中除了超越《 泰囧》的笑点数量，还

有“ 20个泪点和哭点”，而找赵薇，就

是因为“ 赵薇真的是非常好的喜剧演

员，同时也擅长演感情戏。我这部戏里

不仅仅是希望观众能够笑，我们更希

望我们的情感可以感动到观众。”

好希望现在囧系列能拍到8
此前的《 泰囧》，创造了中国华语

电影的票房最高纪录，徐峥介绍，从官

方的专资办统计到的数据，是1 2.67

亿，而出品方光线老总王长田则郁闷

地说，这还不包括被偷掉的20%的票

房，“ 实际应该在1 5.83亿左右”。

现在，他又联手了以《 致青春》

斩获7.1 8亿票房的赵薇，《 港囧》的

票房自然令人期待。“ 有一种比较简

单粗暴的计算票房的方法，但是我觉

得是不大合理，就是把这两个数字加

在一起。”徐峥半真半假地说。

然而，他的志向并不只在票房。

中国的电影市场正在猛涨，“ 但是如

果光分析我们利好的成绩，我觉得是

没有意义的，我们还有哪些劣势呢？”

他说，“ 201 4年好莱坞电影配额已经

达到34部，这样我们的进口片数量已

经达到了67部，这67部电影分得了

1 30亿的票房，这个增长率是非常可

怕的———我们的国产电影票房和进

口片的票房是54比45，进口片在基数

比较小的情况下，在票房数上几乎跟

我们是平分秋色！”

《 泰囧》此前拿到了国产票房纪

录，但它前面还有《 变形金刚4》、《 阿

凡达》，“ 今年又是好莱坞大片年，

《 星球大战7》、《 007》、《 速度与激情

7》，我好希望我们是在这里发布囧系

列8的发布会，但可惜不是。”徐峥说，

“ 面对这样一个好莱坞猛虎，我们处

在无处可逃的境地。”

而国产片，依然是喜剧撑天下，

像《 西游降魔篇》、《 心花路放》以及

今年的《 澳门风云2》。这是国情，也

是徐峥要打造“ 囧系列”喜剧电影来

对抗好莱坞的原因：“ 我们希望做全

家福类型，有更多的观众可以看到，

我们希望平时不愿意进电影院的观

众，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影进到电影

院里面来。”

青年报特派记者 陈宏

本报北京专电 即将于4月2日全

国上映的电影《 咱们结婚吧》，昨天在

北京举行了全球首映，导演刘江率高

圆圆、姜武等八大主演悉数亮相，而李

晨、郑恺这对“ 跑男团”成员，则在现

场遭导演“ 吐槽”：“ 每次录完节目回

到剧组，都是一身伤疤！”

因在《 跑男》录制中眉骨和胳膊

肘受伤的李晨和郑恺，现场调侃说“ 听

说导演在我们俩伤痕的后期处理上花

费很多啊”，结果导演现场控诉：“ 他

俩当时在录制《 跑男》，每次回到剧

组，身上都各种伤疤，看着真的很心

疼，李晨发型改变一下还能挡住眉骨

的伤，郑恺求婚那场戏，穿的短袖制

服，伤疤根本遮不住，只能后期处理。”

愧疚的两人，随后宣传时也特别

卖力。在游戏环节，抽到“ 为爱敢不敢

壁咚”的郑恺，和搭档陈意涵现场石

头剪刀布玩壁咚，随后用搞笑版“ 壁

咚”笑翻全场；而一向文文弱弱的文

艺女神郭碧婷，爽快地答应现场挑战

任务，一弯腰就背起“ 大黑牛”李晨

后，面对着惊呆了的众人，李晨一脸悲

愤：“ 我确实挺羞耻的，我1 60多斤啊，

我怎么能让碧婷背起来呢？”让众人

哄笑不已。

当然，作为主打婚恋的喜剧电影，

自然也少不了结婚元素。八人现场领取

了超大的“ 结婚证”，才发现当天正是

姜武和夫人20周年“ 磁婚”纪念日，他

的隔空喊话“ 今天我们已经结婚20年

了，咱们争取30、40、50”，也让这些刚结

婚或者没结婚的小年轻们，羡慕不已。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第三季《 我

是歌手》已经落幕，可是话题似乎仍

然在发酵。其中，李健的帮帮唱嘉宾

吴秀波曾在赛前被寄予厚望，多数

观众的注意力都还集中在“ 两大男

神合体颜值闪瞎眼”的视觉欣赏，结

果决赛当天表现不佳的他跑音，甚

至 有 人 称 ，“ 李 健 被 吴 秀 波 拖 累

了。”对于这种说法，李健回应称，当

天吴秀波发着高烧，是顶着上的，他

已经非常感恩。昨日，吴秀波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聊唱歌，聊演戏，甚至聊

起了主持。

当年专辑超过崔健
实际上，如今以演员身份为大家

熟识的吴秀波，一开始是个彻头彻尾

的歌手。早在80年代末，吴秀波放弃

文工团的铁饭碗，去酒吧驻唱，用他

后来所形容的“ 愤青”方式，双眼闭

起，完全沉醉其间，给了年少时的他

莫大的满足。于是吴秀波发现在酒吧

唱歌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更何况赚

得还能比文工团多好几倍。

他 甚 至 将 自 己 多 年 来 最 得 意

的歌集结在一起，自己出钱制作了

张 专 辑 ，题 名 为《 爱 之 战 》，1 1 万

的 销 量 甚 至 超 过 了 当 时 的 崔 健 。

“ 歌手时期”的吴秀波可以说曾经

风光无限。

“ 我再也不唱歌了。”
但201 2年跟韦唯在央视春晚舞

台的合唱却给他“ 临门一击”，中途

紧张唱错了一句歌词，随后便在网上

引起许多恶意的吐槽。“ 我当时特别

紧张，我再也不敢公开唱歌了。”此

后，吴秀波几乎没有在公开场合展过

歌喉。此次，放下自己的“ 誓言”，出

现在《 我是歌手》的舞台上，“ 我跟

李健是纯哥们，他叫我是一句话的事

情。”吴秀波说得诚恳。而对于此次

的失误，他本人表示不愿再多谈，过

去就过去了。

向综艺开火
有趣的是，在全民综艺的时代，

“ 国民大叔”吴秀波也“ 下海”了。不

仅首次担任综艺节目主持人，还称

要做到“ 笑果十足”。对于综艺主持

处女秀，吴秀波表示，这次的主持任

务，他本人相当重视，同时又很激

动。吴秀波也透露自己非常喜欢喜

剧，所以才答应来做主持人，以后也

许会尝试在喜剧方面发展。向来沉

稳的吴秀波笑着称，“ 这次主持，我

真的很好笑。”

华语影坛最高票房男女导演联手

对抗好莱坞 徐峥要一囧到底

李晨郑恺：录完跑男拍电影遭吐槽

星闻点击

吴秀波：我也是歌手

“ 小燕子”与“ 猪哥哥”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