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李玉刚野出家冶的原因袁引起众多猜测遥 据知
情人透露袁李玉刚最终选择皈依佛门可能与其感情生
活屡屡受挫有关遥 在狗血爱情故事频发的娱乐圈袁颇
为洁身自好的李玉刚十多年来仅仅曝出过三段感情袁
但三段情史都不寻常遥 第一段情史相当浪漫袁与比他
大八岁的中国第一女萨克斯手范小宁相恋袁六年后分
手曰大多数人认为是李玉刚成名后抛弃旧爱袁这让他
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遥 一年后又传出与马来西亚富商
千金结婚袁半年后就不欢而散袁而且是净身出户袁之后
陷入感情的空白期遥 今年 11月网络爆料李玉刚与野电

音女王冶尚雯婕相爱袁后来被尚雯婕亲口否认遥
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袁 恐怕只有当事人心里最清

楚遥而被曝野出家冶一事袁则引得不少网友唏嘘感慨遥有
人认为他不该这么早就看破红尘袁以便创作出更多更
好的艺术作品给大家遥 也有网友觉得袁李玉刚的歌曲
中有很多与禅理相通的地方袁或许他已野由歌入道冶参
透尘世的情缘袁往后只希望一心向佛袁静心修行曰他选
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他个人的事情袁只要他喜欢就
好袁外人无权干涉遥 (宗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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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综合消息 刚过完 40岁生日的林志玲日
前在日本东京竞马场担任颁奖嘉宾时透露了 野美
好的未来蓝图冶袁她自曝 5年后将退休袁迎接人生
另一个精彩遥

林志玲今年生日时回顾每个 10年袁 认为 20
岁尧30岁甚至 40岁都有不同的动人魅力袁 她自认
现在具备身为女人的荣耀感遥 近日袁林志玲透露了
她的野未来规划冶袁据报道袁她自曝原本预计 3年后
就要退休袁但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工作机缘袁因此
将延期到 5年后退休袁野之后该退的时候就退吧浴
人生总会有更精彩的空间冶袁至于这些年来她耕耘
的电影事业袁是否会等拿个电影奖再退休钥 林志玲
则说演一个好角色甚至一个好票房袁 对她来说比
得奖重要得多了遥 渊宗和冤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日从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获悉袁总局近期将动员全系统
文艺工作者投身野深入生活尧扎根人民冶主
题实践活动袁内容包括每年确定 5部重点
电影选题和 5部重点电视剧选题袁推动编
剧尧导演尧演员等主创人员下基层体验生
活袁指导电台电视台重点节目栏目建立基
层联系点袁主创人员下基层全年不少于 30
天等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
还表示袁将每季度组织一批电影电视剧工
作者袁根据创作需要深入社区尧农村尧厂矿
等地调研采风曰开展野百名播音员主持人
走基层活动冶袁 每年组织 100名中央和地
方广电机构文艺节目播音员主持人和编
导人员袁深入革命老区尧少数民族地区尧边
疆地区采风采访曰建立文艺出版工作者定
期深入基层制度遥

根据安排袁一大批编剧尧编辑尧导演尧
演员尧播音员尧主持人等将深入基层一线遥
中央电视台 2015年春晚剧组目前正在各
地采风袁寻找能够登上春晚舞台的来自民
间的节目曰12月开始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将启动 野中国广播走基层冶 系列活动曰江
苏尧浙江电视台将前往沂蒙尧太行等革命
老区为叶抗日小英雄曳系列等野中国梦冶主
题动画片发掘感人故事曰中国广播艺术团
将在元旦春节期间开展野送温暖尧下基层冶
慰问演出曰 北京广播电视台将在 12月中
旬启动野美丽乡村尧筑梦有我冶大型公益行
动袁100名优秀主持人将牵手 100个获得
野北京最美的乡村冶称号的村庄及候选村袁
用贴近群众的节目传播美丽乡村故事曰
叶中国好声音曳叶中国好歌曲曳 节目也策划
推出了 野好声音进校园冶野好歌曲进校园冶
系列活动袁将到百所高校为师生演出并选
拔音乐新人遥

商报讯渊记者 臧会彬冤12月 2日袁经过海南省
雕塑艺术学会半年策划袁热土海南野美丽乡村窑风
情小镇冶 全国景观雕塑邀请展暨陈学博雕塑展在
海南省博物馆隆重开幕遥

此次全国景观邀请展有来自北京尧东北三省尧
陕西尧重庆尧四川尧贵州尧湖南尧湖北尧广东尧广西尧海
南等十几个省市的 50多名雕塑家近 70件优秀作
品参展遥 艺术家们展现的题材是人们生活周遭俯
拾皆是的熟悉景物袁共同特性是院自然尧真实尧平
凡袁但这些题材不受任何拘束和限制袁创作出的作
品富有动感尧形态强烈袁艺术风格表现出激情豪迈
的新气概遥

同时举办还有野热土海南冶陈学博雕塑展遥 雕
塑家陈学博携近年创作的数十件弘扬正能量的雕
塑作品袁以艺术记录历史袁触情生情袁融景入情袁展
示了传统与现代尧东方与西方艺术思想的兼融遥 作
品内容涵盖革命先辈尧历史文化名人尧琼崖回国华
侨袁民主党派和海南教育界先贤尧战士英姿等遥 其
中大型华侨抗战纪念组雕叶南侨机工曳和叶琼侨服
务团曳2014年被全国城雕委评为 野全国优秀城市
雕塑建设项目奖冶遥

新娘全身是金
伴郎被赞史上最强

新娘冯翠珊双手戴满十只金手镯及五只金尧 钻石戒子袁行
头相当强劲袁而星级姐妹团的包括有陈奕迅妻子徐濠萦尧欧阳
德勋妻子蔡立尧蔡一智太太周雪芳及张卫健妻子张茜袁众姐妹
团清一色穿上白色裙袁而新娘子则是红裙袁绝不会抢新娘镜遥

男方出道约 20多年袁圈内人缘佳袁伴郎团邀请好友来助的
时候袁包括草蜢尧陈奕迅尧张衞健尧许志安尧梁汉文尧刘浩龙尧吴国
敬等人都到齐袁一行人气势惊人袁网友封院野史上最强伴郎团遥 冶

新郎发表爱的宣言
野我一想你便醉浴 冶

苏永康在婚礼上发表爱的宣言院野我一想你便醉浴原来爱是
这样微妙袁你是我最深刻的爱噎噎就算我们七老八十袁我保证
我们也会像每日一初恋袁sweet到八十岁浴我知道男人不该让女
人流泪袁但我敢保证袁从今以后袁我只会让你流感动得眼泪遥 我
绝不会容许任何人伤害我女人噎噎我会尽全力宠坏你浴我爱你
一生一世遥 冶

下午五时许袁 苏永康与 Anita于酒店会见媒体接受访问遥
提到婚后会否立刻蜜月之旅袁苏永康称院野会袁立刻工作袁4号去
成都北京工作袁8号太太去日本袁但也不是度蜜月遥 冶问到
是否婚后也不设防袁苏永康则反问太太袁太太甜言院
野你作主意吧遥 冶但苏永康坦言太太经常飞来飞去要
商讨一下袁太太即回应院野下一年吧袁希望多
一点留在香港遥 冶 渊宗禾冤

李宇春秀性感美腿
粉丝直呼流鼻血

商报综合消息 日
前袁李宇春担任叶中国
正在听曳明星听审大改
往日中性路线袁双播周
连续 2天录制袁春春不
拒寒冷袁身着西装短裤
套装袁并大秀难得一见
的性感美腿袁 惊艳不
已遥其中一组李宇春露
大腿性感照日前也在
网络疯传袁 引发网友一
片热议袁 很多女粉丝看
到直呼院野快流鼻血了遥 冶
也有不少网友纷纷调
侃院野看来春春改走性感
路线遥 冶 渊小藤冤

银龙连锁影城
今日影讯

茵海秀银龙影城（电话：66766567）
叶太平轮渊上冤曳10:30 13:00 14:00 15:00 16:30

17:30 19:10 20:00 21:10 22:20 23:30
叶撒娇女人最好命曳13:30 19:30 23:00
叶狂怒曳10:50 15:30 20:40
叶星际穿越曳16:00 21:30

茵南亚银龙影城（电话：31599007）
叶太平轮渊上冤曳 10:30 11:30 14:00 15:30 16:30

18:00 19:00 20:20 21:30 22:50
叶撒娇女人最好命曳10:40 12:30 14:20 16:10

18:10 20:00 21:50 22:30
叶星际穿越曳13:30 16:20 19:40
叶火线反攻曳10:50 17:10
叶单身男女曳11:40 21:00 叶狂怒曳12:50 15:00
影片放映时间如有变动袁以影城公告为准浴

全国景观雕塑邀请展
昨日在省博物馆开幕

商报综合消息 35岁的高圆圆近日与小她 5
岁的赵又廷在台湾办婚宴遥 两人今年 6月 5日在
北京领证袁 此次她特别选在婚宴当天上午与丈夫
到台北地区的户政事务所办登记袁 对外宣称正式
成为台湾媳妇遥

但据台湾八卦周刊获消息袁 在台出生的赵又
廷从小就远赴加拿大生活读书袁 可能持有加拿大
护照袁妻子高圆圆将顺理成章地继韦唯尧巩俐尧汤
唯后袁也成为靠婚姻移民海外的内地女星遥 对此袁
高圆圆身边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袁 此言论纯属
无稽之谈袁 并且透露高圆圆目前没有更换国籍的
想法遥 渊小弧冤

高圆圆随夫移民加拿大钥
回应院无稽之谈

林志玲自曝 5年后退休
迎接人生另一个精彩

银李宇春

商报综合消息 近两天袁一组艺术家李玉刚现身台湾某寺庙的
照片在网络上不断转载袁图中的李玉刚在寺庙特有的装饰背景下袁
双手合十袁久叩不起遥 一时间网络上涌现了李玉刚的种种猜测袁而
就在网络爆料后的四十八小时之内袁李玉刚团队发表了声明院否认
了网络上盛传的出家新闻袁称禅修只是为了沉淀自己的艺术遥

李玉刚团队在官方微博声明院
野李玉刚先生并未出家袁不停的攀登艺术
高峰是李玉刚永远不变的责任浴为了在艺术
上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袁禅修只是为了沉淀自己浴
谢谢大家关心浴 冶目前袁李玉刚身在台湾袁且只是借
工作之闲在寺院内禅修思考袁为自己今年的新专辑袁以
及明年的一部舞台作品做准备袁 工作如此之忙不可能剃度
出家遥

据记者了解袁在李玉刚野出家冶传闻曝出后袁李玉刚的粉丝们十
分难过袁他们力挺着偶像袁有祝福袁有惋惜袁有哭泣袁故一向对绯闻采取
置之不理的李玉刚破天荒地做出回应袁只因他的刚丝哭了遥

与此同时袁中国歌剧舞剧院也对此次野出家冶谣传发出郑重声明院野作为中
国歌剧舞剧院的一名演员袁李玉刚热爱生活袁忠于岗位袁对工作充满激情遥 网
络上流传的耶李玉刚剃度出家爷一说纯属子虚乌有遥 冶

11月 30日袁知名词作人尧李玉刚的好友方文山发
了这样一条微博院野有些人出世入空门袁有些人选择放
下情仇爱恨噎噎在此祝福好友李玉刚皈依三宝袁欢喜
圆满遥 冶微博后面袁还附了三张照片袁其中一张李玉刚
身着布衣尧手持木杯尧席地而坐尧双目微闭袁明显不是
普通的休息袁而是在野修行冶遥另外两张照片中袁李玉刚
虽身着西服袁但均双手合十袁姿势恭敬而又虔诚遥方文
山的微博一出袁 在李玉刚的粉丝中间引起巨大反响遥
有网友爆料称袁 其实李玉刚早在 12年前就已经在吉
林护国皈依佛门袁并在今年 1月获颁皈依证遥

该网友还晒出了 12年前李玉刚皈依的相关证明袁证
明上有李玉刚的照片及护国寺的公章遥 证明显示袁李
玉刚俗名野李刚冶袁法名野兴刚冶袁皈依日期为 2002年 8
月 23日袁当年他 23岁袁所有信息确实与李玉刚本人
吻合遥

那皈依之后缘何还屡屡出现在大众面前并多次
传出绯闻呢钥 有网友解释称袁皈依佛门之后就是俗家
弟子袁并不是野出家冶袁照样可以结婚生子袁只是不能杀
生曰如果想吃肉袁只能吃野三净肉冶遥 而方文山的微博袁
也没有说李玉刚已经野出家冶袁只说了野皈依三宝冶遥

否认出家
修禅是为了沉淀

皈依证曝光 12年前已皈依佛门钥

原因成疑 可能与感情有关

电视台重点栏目主创
每年下基层 1个月新娘戴 10只金镯出嫁

商报综合消息 苏永康昨日迎娶未婚妻 Ani鄄
ta(冯翠珊)袁在洲际酒店筵开五十席婚宴袁大宴亲
朋遥 苏永康是在陈奕迅的婚礼上结识未婚妻袁因
此袁陈奕迅与太太徐濠萦担任证婚人遥

苏永康与新娘

李玉刚

网上曝光的皈依证

苏永康大婚 广电
总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