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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的拉里"金访谈节目上承认了自己的
狼疮诊断结果呈阳性 !同时

($)$

还谈了之
前有关她将为迈克尔"杰克逊生前巡演做
开场演出的传闻 ! 以及她对杰克逊的仰慕
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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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亲属曾因患红斑狼疮去
世!而她早前在东京表演时!曾因呼吸困难而
召救护车!还有心悸症状!与红斑狼疮病征吻
合# 此次!

($)$

坦陈了自己狼疮诊断结果$% 狼

疮是我的家族遗传病! 我目前还没有任何症
状!但诊断结果的确呈阳性!我得对自己的健
康加倍小心# &

($)$

还提到了之前传说的她本来要和迈
克尔"杰克逊合作的消息!% 当时对方找到我来
为迈克尔的巡演做开场!迈克尔的离去对我来
说是晴天霹雳# 他是一个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伟
人!我对死亡的幻想和对成名的消极感!就是
因为目睹了这些伟大人物是如何被媒体毁
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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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患红斑狼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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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成功推出% 用心跳&劲舞派对之
后! 专为特优香槟干邑专家的人头马
/012

将再一次释放她的活力'个性与创
意!从今年开始为时尚大众带来全新的
涂鸦派对# 而最新这场涂鸦派对即将于
!

月
3

日引爆最具活力的郑州
+1455

酒
吧# 人头马

/012

丰厚纯正的口感!荡漾
着醇厚浓郁的芳香! 搅拌些

6789:8

元
素!混合尖端潮流!张扬十足地调配出
一款% 极限&特饮!奉献给不断突破'敢
于释放自我的年轻达人们#

当突破代替了陈规!当释放代替了
守旧!当跨越代替了止步!人头马

/012

彻底挑战!让你跨越心极限(跨过凿破的

红砖瓦墙!或享受人头马
/012

的纯正与
芬芳!或用激光来涂鸦整面墙壁#特别的
还有! 全能嘻哈

;*

用说唱贯穿整场派
对! 接着屡获殊荣的

6<2= 612

舞蹈达人
用人头马专属舞步

97)9

翻全场! 而当晚
的大赢家则手捧由% 香港

6<2>612

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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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创意的人头马
/012

纪念版
涂鸦酒瓶! 将众人的目光吸引聚焦到自
己的% 心极限&上# 人头马

/012

借用年轻
人特有的方式!彰显创意'玩炫智慧!用
嘻哈释放活力跃动的心灵! 上演着一场
无与伦比充满无限体验的涂鸦派对(

光与影!舞与静!美酒的滋味燃烧
着每个人的心情!舞台上的星光直射着

嘻哈的年轻# 实力美少女弦子'海豚小
王子王栎鑫'乐坛天使安又琪'乐坛新
秀唐笑!人头马

/012

带领着这支年轻而
不断跨越自我的团队!将一切的创意注
入全国各地的涂鸦派对中!爆发出卓越
而完美的% 心极限&#

只来自于法国大'小香槟区的人头
马特优香槟干邑! 不仅被历史冠以殊
荣! 更是高品质干邑中的至善臻品!时
刻为全球干邑鉴赏者和时尚人士奉上
最完美的干邑体验# 继承了人头马尊贵
血统的人头马

/012

!更是跨越出个性的
一步!配合全新的涂鸦主题派对!让年
轻活力的你!体验新创意!跨越心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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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头马/012=跨越心极限涂鸦派对 +,-./ !#$%&' ()*+,-"

人头马专为特优香槟干邑专家!一
直被誉为干邑品质' 形象和地位的象
征!创立于

"A-.

年!是世界知名干邑品
牌中唯一一个由干邑省本地人所创建
的品牌!以创始人

BCD&= ;$EF7@

的名字
命名#人头马也是干邑品牌中唯一一家
自己种植葡萄的公司#

作为来自法国的第一干邑品牌!人
头马在

"A-.

年即开始积极寻求如何酿
取优质香槟干邑# 在近

GHH

年的漫长岁
月中! 人头马一如既往地立足传统!放
眼未来!将人头马天才的智慧'勇于冒
险的精神与世界各地的时尚人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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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剧) 欢迎爱
光临*未拍先热!昨天制作方土豆网宣布!最
受期待的% 便利店女孩&角色由黄晓明前女
友李菲儿出演!有趣的是这个角色此前考虑
的是黄晓明现任绯闻女友

,@)CI$= J$J&

#

在) 鹿鼎记*中!李菲儿因饰演曾柔后和
黄晓明确定恋爱关系# 两人的恋情维持了近
三年!不久前也仍有两人复合的消息传出#另
一方面!去年

5

月与黄晓明传出绯闻的香港当
红嫩模

,@)CI$= J$J&

! 日前被拍到两人在北
京甜蜜看电影! 女方还可以自由进出黄晓明
家#对此!虽然

,@)CI$= J$J&

坚称两人只是朋
友关系!但李菲儿为此在博客里流露醋意!并
暗示等待黄晓明回心转意# 三人关系纠缠不
清已是事实#

其实!李菲儿和
,@)CI$= J$J&

在演艺事
业上也颇有% 缘分&#) 欢迎爱光临*原本将女
主角人选锁定在李菲儿和

,@)CI$= J$J&

之
间!一来是觉得两人的形象都非常符合剧中
角色的需求!二来也确有想借此炒作剧集的
目的#最终考虑到

,@)CI$= J$J&

的普通话不
过关!片方还是更青睐情场失意的李菲儿#

黄晓明
新旧女友齐较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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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G

日!姚晨'

朱雨辰联袂打造的时尚爱情轻喜剧) 摇摆
%C

婚约*上档!最大的卖点是姚晨穿着靓丽时
装搞笑#

) 摇摆
%C

婚约*关注当下职场白领的生存
状态!曾有人将其与) 杜拉拉升职记*进行对
比!不过主创们都认为该片除了奉上% 职场宝
典&外更加富有生活气息!加上故事都是围绕
有% 女周星驰&之称的姚晨展开!片中有不少自
然流露的笑料让人开怀大笑#

从昨天曝光的花絮片段来看!姚晨和朱
雨辰的笑场次数很多!比如戏中% 尴尬&拍婚
纱照# 喜剧功夫自然没得说的姚晨认为!自
己除了延续活泼搞怪的表演方式外!女主角
在片中面对感情事业挫折的时候也有沉默
不语的一面! 发现自己也会偶尔% 深沉&一
下# 姚晨不忘拿自己开涮+++女主人公还是
笑的时候多啦!要不怎么表现我的大嘴呢#

姚晨
拿大嘴开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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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昨天从) 天
声王牌*栏目获悉!香港

K/L

红星王喜录制节目
时受不了评委犀利点评!中途离场半个小时#

节目组王小姐透露!在今晚播出的节目
中!王喜参加的是晋级赛 !演唱完) 我们的
爱*后!评审及主持人点评言语过于犀利!以
致王喜一时难以控制激动情绪! 愤而离场#

尤其是主审官巫启贤!一再强调歌手一定要
有专业精神#

) 天声王牌*在安徽卫视开播以来!屡屡
遭受业界的质疑!最大的矛头就是指向这些
所谓的% 毒舌评委&# 应该给明星们留些面
子!还是奋力卸去明星光环, 制片人回应说!

在不触犯道德底线的情况下!怎么娱乐怎么
来# 正如他所说!王喜离场的表情也将在节
目中呈现#

王喜
遭评委质疑离场

不幸的女星各有各的不幸

日前小
0

与丈夫许雅钧频频爆出% 家暴&'

% 丈夫流连夜店&等等八卦新闻!虽小
0

极力为
丈夫澄清! 甚至被媒体赞颂为% 第一灭火女
星&! 但是蛛丝马迹依然被网友一一挖出!认
定小

0

一系列反常表现就是% 家暴&的铁证#

有香港媒体爆料! 小
0

与其丈夫分居三个
月有余! 小

0

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丈夫及公婆的

% 冷暴力&! 究其原因还是小
0

未能给许家添一男
丁!两个女儿的相继出世!让丈夫许雅钧一次次失
望!经常流连夜店!更对小

0

与女儿暴力相向!小
0

带着两个女儿住在娘家已经三月有余!小
0

在每次
接受采访之后都会与丈夫回婆家! 不过都是不同
房间!等到记者散去!才会重新回到娘家# 小

0

幸福
不幸福意义重大!所以传闻才如此% 隆重&#

:DDA

媒体爆小0

不堪丈夫花心
难忍% 冷暴力&已分居仨月

闪婚不到一年就分居
看到婚纱照黄奕哭了

一张婚纱照! 引发的不是结婚喜宴!竟
是一对即将一拍两散的苦情鸳鸯# 昨日!因
为黄奕在参加李静主持的某访谈节目时看
到那张被曝光的婚纱照潸然泪下!有消息称
其与姜凯的感情出了问题# 记者昨日通过黄
奕身边的密友了解到! 两人目前正在冷战!

还没有进入离婚程序# 不过!因为性格不合
而导致不到一年的婚姻亮起红灯却是事实#

这两天在横店拍戏的黄奕得知私人感情被
传开后!禁不住再度哭泣!无法投入工作#

记者昨日采访了当天在现场参与节目录
制的知情人!对方还原了当时的情况$% 当时黄
奕确实哭了!李静问她怎么了!她表示有些事

情她希望私下和静姐喝咖啡的时候聊!而不是
在这样公开的场合曝光自己的隐私# &当记者
追问黄奕为何看到婚纱照流泪! 该知情人坦
言$% 当然!和老公感情产生一些问题是原因之
一!但更重要的是她觉得自己总是- 被新闻.

很无奈# 很多人认为这是她自己故意炒作# &

但能拿到黄奕和姜凯婚纱照的人屈指可数!

不是黄奕!还会有谁, 之后!记者从黄奕的身
边人处打听到!照片可能是姜凯方面泄露的!

姜凯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 爱出风头&的
他想要把自己和黄奕的婚姻公之于众! 但此
前一直受黄奕阻拦!而近来两人冷战令其情绪
很差!于是出此% 下策&刺激黄奕#

:EFA

广电总局下令封杀马诺 地方节目叫停
记者昨日从知情人士处获知!之前因) 非诚

勿扰*爆火的马诺因% 道德观与公众不符&!遭广
电总局下令% 封杀&!而其参与录制的

-H"H

版) 名
师高徒*四期节目也因此被砍#

马诺!凭借) 非诚勿扰*中一句% 宁愿坐在宝
马车中哭泣&的犀利言论蹿红!被称为拜金女!后
又因录制) 越跳越美丽*时在后台的一段抽烟'爆
粗口索要出场费的视频引起广泛争论! 据悉!安
徽卫视以接近二线女星的价格与其签约#

据知情人士透露! 正是因为马诺大胆出位
的言论与表现!遭到了广电总局下达的封杀令!

因其% 道德观与公众不符&!而由其参与录制的

四期江苏卫视) 名师高徒*遭遇被砍!而安徽卫
视的) 周日我最大*节目组也相继接到了广电
总局的通知!暂停马诺在安徽卫视电视节目的
录制# 另悉!浙江卫视) 越跳越美丽*节目组也
将暂停马诺参与该节目的录制#

记者连线马诺!其助理回应称目前仍没接到
任何通知#此前!马诺曾在接受记者专访澄清不雅
视频时向记者透露!曾一度担心自己受封杀#

记者昨天还致电江苏卫视!) 名师高徒*节
目组工作人员否认了四期节目因马诺被砍的
传闻!他透露% ) 名师高徒*正在筹备期!还未进
行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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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

分居

封杀,

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