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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总局将引导调控真人秀节目
避免过度明星化

� �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日发出通知，要
求真人秀节目努力转型升级、改进提高，丰富
思想内涵，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实现积极
的教育作用和社会意义。

通知要求，真人秀节目要主动融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好价值引领作用，防止把
节目办成脱离现实、 脱离群众的无聊游戏，不

能助长社会浮躁心态和颓废萎靡之风；要植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推动创新创优，摆脱
对境外节目模式的依赖心理，坚决纠正一窝蜂
式的盲目引进；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关注普通群众，避免过度明星化，摒弃“靠
明星博收视”的错误认识，纠正单纯依赖明星
的倾向， 不能把节目变成拼明星和炫富的场

所，不能助长高片酬、高成本的不良风气；要坚
持健康的格调品位，真人秀节目不应变成低俗
娱乐秀场，不得设置违背核心价值观和公序良
俗的节目规则与低俗噱头等。

总局新闻发言人指出，当前大多数电视真
人秀节目导向正确、内容健康，受到社会好评；
但也有些节目既不攀登正能量的高峰也不触

碰负能量的底线，“有意思”但没意义，总局将
通过黄金时段节目备案、各类评奖评优等管理
机制进行引导调控，对于优秀的真人秀节目大
力扶持，对于缺少价值和意义的真人秀节目加
以抑制，对于内容低俗有害的真人秀节目坚决
查处纠正直至取缔。

（据新华社电）

《杨贵妃》险成最后一部作品
范冰冰拍戏陷险境差点丢命

电影《王朝的女人·杨贵妃》（以下简称
《杨贵妃》）22 日在京举行全球首映， 导演
十庆、田壮壮，主演范冰冰、黎明、吴尊、吴
刚、金浩悉数亮相，导演组成员张艺谋
也从甘肃荒漠拍戏现场发来视频表示祝
贺。花费 6年拍一部电影在业内算“罕见”，
范冰冰解释称：“这么大体量的戏， 不是常
常有， 可能要等 10年才有这样一个角色，
我自己很珍惜， 不管 6 年或者 50000 多个
小时也好，都是值得的，不容易。 ”

发布会为每位主演准备多把书写着
“一到十”的折扇，主创们纷纷选出自己的
“数字密码”。 作为对《杨贵妃》从一而终的
代表，范冰冰选择数字“一”，她揭秘称：“其
实我本来想选择数字十， 因为我十年前演
过杨贵妃， 如果全天下女人都可以享受到
杨贵妃对爱情的感觉， 每一个女孩都是幸
福的， 我们愿意成为她， 又庆幸自己不是
她，因为她最后是悲剧结局。同一个人物在
我最好的十年里面出演过两次， 对我来说
很有意义。但我最后选择了‘一’，因为这部
戏差点成为我这辈子最后一部戏。 还因为
很多人认为我想追求很多东西， 追求很满
的‘十’，但其实我的内心只不过是个简单
的‘一’。范爷也好，话题也好，女明星也好，
那都不是我。我一直只有一种坚持，就是做
一个有坚持的演员， 一个愿意用命去赌一
部作品的演员。 ”

被问到在拍摄《杨贵妃》时差点“献身”
一事，范冰冰透露了惊心内幕：“有一场戏，
具体情节还不能透露，当时我们入戏太深，
我差一点把命给了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差
一点成了我最后的作品。 这是我出道这么
多年从未遇到过的险境。 当时吓得导演们
都从监视器的帐篷中冲了出来。”对于范冰
冰的“狠劲”，导演十庆也给予认可：“范冰
冰不仅演戏拼命，生活方面也是以命相赴，
这是她的性格特征。 ” （综合消息）

被指整容说谎
倪妮起诉论坛

因天涯论坛 5名用户在网上发布演员
倪妮“整容”、“说谎”等言论，倪妮将天涯社
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其 5 名用户诉
上法院，索赔 106万元。朝阳法院近日开庭
审理了此案。

庭审中，双方都由代理律师出庭。倪妮
诉称，2015 年 3 月，她获知被告“天涯娱乐
八卦” 中发布有损其名誉的微博及原文链
接。 该微博原文由天涯论坛用户“艾弥和
思”发布于被告网站“天涯论坛”中，并附有
4条涉嫌侵犯原告名誉权的链接，涉及另 4
名天涯论坛用户，内容包括“整容”、“插刀
女王”、“说谎”等攻击性言词。 倪妮起诉要
求被告断开侵权链接、 公布 5 名用户信息
并追加为本案被告、 公开赔礼道歉并赔款
106万元。

天涯公司则表示， 天涯社区的所有帖
子均为虚拟社区注册用户免费发布， 发布
的用户才是直接的侵权行为人。此外，天涯
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已经在 2015 年 4 月
23日将帖子全部删除。 双方均同意接受调
解，法官宣布给予双方 15天的调解期。

（综合消息）

电影《小时代》成就了“撕”这个网络热
词，电影中的“时代姐妹花”们为了情感、事
业、自尊、金钱将“姐妹互撕大戏”演绎出一
次次高潮，又在下一秒相拥而泣说着“我爱
你”。然而，生活永远都比戏剧精彩。 如果你
近日上微博，一定不会错过以小 S、范玮琪、
吴佩慈为首的台湾姐妹淘之间的互撕大
战，以及杨幂、赵丽颖这两位“千年零交集”
小花旦的互关事件。

本来姐妹间“A和 B 好了，冷落了 C”那
点事，不值得摆上台面大说特说，但因为当
事人名气大，最终成为网络热议话题，甚至
连范玮琪老公陈建州、 同行张韶涵等无关
人士都躺枪。

【曾有过节的，突然交好】
杨幂赵丽颖微博互相关注

7 月 21 日晚， 一直在微博上十分活跃
的杨幂悄然关注了赵丽颖的微博， 很快又
被对方互关。 这本是同行相认，再正常不过
的事情，为何粉丝们一副大惊小怪的样子？
主要还是因为两人曾有过节！

当年， 赵丽颖在拍摄于正剧《宫锁珠
帘》时，有一次在微博曝光了自己的人物造
型照，结果因为跟杨幂在《宫锁心玉》中的
造型有几分相似， 就被部分网友误认为是
杨幂。 随后，赵丽颖在横店拍戏时，也被杨
幂粉丝误认并且索要签名， 这让她非常无
奈， 遂在微博发文：“为什么总把我认成是
杨幂？！ 你们不知道自己的偶像长什么样子
吗？ 难道大眼睛梳中分拍《宫》的就都是杨
幂……” 赵丽颖的言语在杨幂粉丝听来非
常刺耳，于是两边粉丝炒作一团。

杨幂和赵丽颖出道以来所走戏路十分
相似，都是从湖南卫视走红，凭借于正剧发
家，又都擅长饰演“傻白甜”的玛丽苏女主
角，不排除在事业上有竞争关系，总之，两
人出道这么久来虽不时在颁奖礼、 红毯上
同台，但连点头之交都不是。 因此，当 21日
两人在微博互相关注后，粉丝们都沸腾了，
纷纷猜测这代表了什么。

出道时都演清宫戏， 新作中又都变身
职场女， 两位小花旦的职业发展还真是相
似。

两小花旦打算合作共赢

按照一般规律，联合炒作、必有合作！
果不其然， 记者从湖南卫视知情人士处独
家获悉， 杨幂即将加盟从本周六开播的真
人秀节目《偶像来了》———对，就是那档有
林青霞、朱茵和赵丽颖参加的真人秀。

因为档期缘故， 杨幂大概会在 8 月份
出现，即将要做搭档的两个人公开示好，简
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况且节目中有林
青霞、朱茵这样的大咖和谢娜这样的“芒果
亲生女”在，不排除杨幂会跟赵丽颖联手多
刷点镜头和存在感———合作共赢、 互利共
好不只是国家间的外交策略， 个人也用得

上这一招！
另外，还有网友爆料称杨幂工作室筹拍的新

剧中，赵丽颖将担任女主角，搭档是杨幂签下的
“幂男郎”们，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确认。

【曾经要好的，突然开撕】

吴佩慈从大小 S 身边“拐走”范玮琪

内地两小花旦因为共同的利益走到了一起，
台湾姐妹淘们却友情告急。 为了范玮琪生育期间
谁去陪产、谁第一个看望产妇这些琐碎话题，小 S
在最新一期《康熙来了》中吐槽了好闺蜜范玮琪、
吴佩慈整整一期节目， 而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网友
们又将“范玮琪老公黑人是同性恋”、“范玮琪与张
韶涵不和” 等一系列老话题重新炒上微博热门话
题，昔日姐妹淘眼看关系不妙。

在这期节目中， 产后久未露面的范玮琪和黑
人陈建州夫妇前来做客， 本来是要讲讲人工受孕
的心酸和新手爸妈心得， 结果从主持人小 S谈范
玮琪孕房待产那一刻起，画风就被带歪了。 小 S十
分受伤地表示，范玮琪生产时，唯一在场的姐妹就
是吴佩慈；范玮琪产后开了妈妈聊天室，群里有新
朋友却没有老闺蜜；范玮琪生产次日，大小 S姐妹
前去探望，结果到产房后发现，吴佩慈以及范玮琪
的“新朋友”们早就在了，还放肆聊天不顾及产妇
身体，所以黑人当时晒出的姐妹淘合照中，大小 S
戴着口罩显得与众人貌合神离。 小 S在节目中透
露：“我们就是坚持戴口罩， 因为想要用行动来呼
唤大家赶快离开！ ”

最让小 S 生气的， 莫过于自己生了三个女
儿，都只认了范玮琪一个干妈，而范玮琪的双胞
胎诞生后，除了小 S 外，吴佩慈、梁静茹、杨晴瑄
都是干妈。 这种类似闺蜜被别人抢的感觉，还真
是只有女人才能理解。 总之，小 S对范玮琪的疏
远十分不爽， 并把这一切的原因归于吴佩慈，称
“导火索就是吴佩慈，吴佩慈是要气我跟大 S”。

结婚生子后，姐妹分崩离析？

十多年前，大小 S 跟高中同学阿雅、吴佩慈
一同进入娱乐圈，迅速抱团作战，成为著名姐妹
淘。 后来，大小 S 的朋友黑人陈建州为姐妹淘注
入了新鲜血液，那就是他的女友范玮琪，再加上
扮酷少女范晓萱和奇怪少女 Makiyo 的加入，台
湾娱乐圈的“七仙女”组合就这样成军了。七个人
虽然性格迥异、各有不同，在一起却难能可贵的
和谐。 那些年里，她们在各种综艺访谈节目中谈
着鸡零狗碎的事情，对外一次又一次秀着对彼此
的深厚感情。

不过近些年来， 七仙女的感情显然不如以
往。首先是 Makiyo 自建帮派，“七仙女”中事业发
展最一般的她与几位台湾小艺人组织了一个团
体。 而醉酒殴打计程车司机等负面新闻，Makiyo
的公众形象并不正面，其他六仙女自动与她划清
界限。 接着是近年来着重在电影圈发展的范晓
萱，如今成了周迅的好闺蜜，几乎不再出现在“七
仙女”里。 而阿雅出嫁后，也越来越少归队。 家庭
永远是闺蜜感情的头号杀手， 就算没有吴佩慈
“拐走”范玮琪，“七仙女”也早已形同虚设了。

（本报综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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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 S 与吴佩慈当年十分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