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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现在女神们已经厌倦
拼到世界尽头也要继续比美，
于是都走下“神坛”，开比无厘
头？日前，将于9月17日上映的
喜剧片《非常幸运》在长沙芒果
博纳国际影城提前看片， 章子
怡演花痴傻妞， 倒追男神王力
宏，可惜，男神女神一相逢，却
拍出囧片一部。

【记者打分：5分】
男神女神拍出囧片一部

片中， 章子怡演的苏菲是

个旅社职员，整天生活在幻想之
中。因为抽中新加坡5日游，遇见
梦寐以求的“邦德男人”王力宏，
开始了女草根逆袭高富帅之旅。

据说《非常幸运》开拍之
前的定位就是立志打造中国搞
笑版007，事实证明，除了章子
怡努力犯傻卖萌花痴， 甚至跳
艳舞大唱《爱情买卖》 搞笑之
余， 影片在探案方面的情节设
置实在雷人，试想一下，女主角
深陷被军火商追杀的险境，还
幻想着以为这是在玩游戏？再

加上广告植入得频繁又突兀，
相当让人出戏。至于王力宏，基
本只负责耍帅装酷， 反倒是姚
晨、 林心如和蔡少芬几位客串
的角色有点意思。

【影事圈打分】
女主傻，男神帅，评价两极

王莹（女，32岁，家庭主妇）
打分：7分
一句话：好搞笑，难得看到

章子怡这么好玩的一面， 影片
和爆米花是绝配。

张世嘉（男，28岁，私营业主）
打分：6.5分
一句话：一般的搞笑片，还

不错。

李念（女，24岁，公司职员）
打分：2分
一句话： 好久没看电影提

前离场了， 但这部片子让我很
有冲动提前走。这2分是打给王
力宏的，男神，请继续帅下去。

■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吴名慧

9月15日，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文萃报美术馆驻馆艺术家新作展在
新闻大酒店文萃报美术馆正式开
展。本次展览将展出画家刘应雄、书
法家段传新绘画、 书法及瓷器作品
60余件，展期5天。

据悉， 刘应雄研习水墨山水多
年，近年来以“潇湘八景”为创作主
题， 力求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
突破与创新， 已经在湖南山水实景
创作和潇湘八景题材创作上做出了
有益的探索；段传新，自幼师从祖父
习字作文，诗文书印俱佳，现主攻草
书，书法雄放沉浑。两人皆获2009
年“湖湘画坛、书坛十大年度人物”。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吴名慧

9月14日晚， 汪峰亮相西安某
音乐节，这是他在微博中公布离婚
消息后的首次亮相。15日中午汪峰
在微博晒出演唱会的照片， 并写
道：“没有憔悴，没有闪躲，没有臆
想的黯然神伤，有的只是一场完美
难忘的演出！”

汪峰自9月13日在微博中宣布
离婚之后，陷入了与章子怡的绯闻
之中，有传闻称他离婚是为了章子
怡，对此汪峰不做回应，也没有接
听任何媒体的电话。

大嘴巴：没憔悴没神伤，总之
没自欺欺人就好。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吴名慧

艺星整形·2013新丝路湖南模特大赛长沙赛区选拔赛

美女养眼，美腿诱人

花痴傻妞追男神这事 不“非常幸运”，能行？

文萃报美术馆
又有新展

张馨予演李莫愁
李晨辞演新《神雕》？

话题不断的于正版《神雕侠侣》
正在热拍，15日，有爆料称此前决定
出任剧中杨康一角的李晨将辞演该
剧。

此前，除了李晨客串杨康之外，
李晨的前女友也已确定出演李莫
愁。为此有网友猜测，张馨予之所以
能演李莫愁是因为李晨的功劳。但
于正否认了这一说法， 称张馨予是
他自己挑的，因为看了她演《精忠岳
飞》中的梁红玉特别喜欢。而对于李
晨因为与张馨予分手打算辞演一
事， 于正回应称暂时没接到辞演通
知。

大嘴巴：看，这就是办公室恋情
的麻烦。

离婚后首次亮相
汪峰说没闪躲没神伤

宁乡县夏铎铺镇富华超市遗失
由宁乡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2460012185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朱花菊遗失保险代理人资格证书，号码：
00201009430000075073; 声明作废。

黎乳龙遗失保险代理人资格证书，号码：
20070143080000000251; 声明作废。

曾凡其遗失保险代理人资格证书，号码：
20061143080000000717; 声明作废。

张敏遗失保险代理人资格证书，号码：
20021244190000003508; 声明作废。

毛英遗失保险代理人资格证书，号码：
20070743080000001102. 声明作废。

张红英遗失坐落于蔡锷北路 207
号第 30栋的房产证，权证号 004
89480，声明作废。

刘咪(身份证号 43052219900509
7849)遗失 2011年 9月 15日颁发
的会计从业资格证,声明作废。

叶兴国遗失保险代理人资格证书，号码：
00201005430000072620;声明作废。

杜娟遗失保险代理人资格证书，号码：
00201008430000006434; 声明作废。

苏丽娥遗失保险代理人资格证书，号码：
00201008430000005968; 声明作废。

彭生保遗失保险代理人资格证书，号码：
00201008430000005992; 声明作废。

卓松兰遗失保险代理人资格证书，号码：
00201008430000006395; 声明作废。

姚运兰遗失保险代理人资格证书，号码：
00201008430000006400; 声明作废。

满谷初遗失保险代理人资格证书，号码：
00201009430000071701; 声明作废。

临澧县友谊石煤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 2013年 9月 11日前办理
的采矿许可证正本、副本，证
号为：C4307002009031130007857，
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澧县望城乡大兴村村民汤显
忠 2013年 9月 6日前办理的集
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遗失，
证号为：临集用（1991）字第
78735号，特声明作废。

临澧县友谊石煤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 2013年 9月 11日前办理
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正本、副本，
编号：（湘）FM安许证字
[2012J245B1]，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澧县控违拆违领导小组办公
室遗失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
限责任公司临澧县人民街支行
开办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为：
L5584000020201，账号为：
100669391820016666，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快乐书香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丽臣支行；
（账号:1901010209020103174）
遗失公章、财务章及法人（袁新风）
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望城区高塘岭镇涛哥土菜馆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074172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湖财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及 lC卡，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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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婧遗失报到证，证号：
201010548300196，声明作废。

熊波秀 432321197912121780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陈玲遗失长沙市开福区三一大道
500号金色比华利 19栋 305房的
权证号为 00573290的房屋产权
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百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 2012 年 9 月 13 日核
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代码
0538620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卢观美遗失保险代理从业资格证：
00200811430000019797，声明作废。

公告声明

高温回升让秋日的长
沙多了一分躁动， 不少人都
选择重新穿上夏装出门。9月
15日下午，更有这么一群帅哥
靓女以泳装性感亮相， 艺星整
形·2013新丝路湖南模特大赛
长沙赛区选拔赛在长沙艺星医
学美容医院举行了第二场比赛，
不过， 选手们的清凉打扮却让现
场气氛更加热烈。

有人出生在湘南小镇， 也有
人来自“遥远”的东三省，有大学
在读的学生， 也有已经进入社会
的上班族……15日的比赛里，50
多位参赛选手的生活背景和经历
大不相同，而走上T台实现梦想是
他们最大的共同点。为此，选手们
都是有备而来，精心装扮之后在T
台亮相的他们绝对是艳惊四座。
难怪泳装秀和自选秀两个环节比
下来， 闻风而来的围观群众不断
增加，把现场堵得水泄不通，一位
妈妈甚至在现场“教育” 起了孩
子：“以后想像姐姐们这样长得高

又好看的话， 现在就要
多运动。”

不过， 比起大多数选
手走起路来顾盼生姿的模
样， 女子潮模组的杨宸溦却
显得格外端正，原来，她曾经
是中央警卫团的一名女兵，正
宗的兵妹妹。“其实对我来说，穿
高跟鞋比训练正步更难，但还是
想来挑战自己。”为此，杨宸溦每
天都在家练习穿高跟鞋走路，
“下午和晚上各一个小时， 而且
鞋跟比今天来比赛穿的鞋子还
高一点。”

【现场】 兵妹妹爱武装更想挑战红装

15日的比赛现场是美女如
云， 但还有一位高人让这些美女
都对他侧目 ，他就是艺星整形专
家———韩国总统府首席美容顾
问、韩国小姐终身评审长闵庆植。
这次受邀担任比赛评委， 闵庆植
对选手的表现赞不绝口：“湖南人
杰地灵，美女出众，看得出她们都
是经过了精心准备的，很认真，很

努力。”他也为选手们更好地准备接下来的
比赛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不要一味追求鞋
跟的高度。 很多女生身高已经在170cm以上
了，如果还穿8cm甚至更高的高跟鞋，反倒会打
破身材比例的协调，不能很好地展现长腿魅力。
还有妆容和发型需要更精致，尤其是五官长得比
较立体的选手，建议把头发扎起来，更能体现面部
优点。”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吴名慧

【建议】 不要一味追求鞋跟的高度

9月15日的比赛现
场，美女如云。

记者 张寅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