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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为啥总把我和赵薇放在一起？
赵薇夫妇与马云的八卦消

息此前一度流传。12 月 5 日下
午，互联网大会闭幕后，马云在
乌镇接受采访，就此坦率回应。
马云说，“我跟赵薇加起来见面
也没超过十次，其中大概至少五
次还是因为公益活动在一起。”

“我们后来看了新闻才知
道，有人明确要求必须出现赵薇
和马云在一起的照片。”

“有人一定要把我跟赵
薇放在一起”

在赵薇夫妇被证监会行政
处罚后，赵薇与马云等商业大佬
的好友关系再次被强调。

马云说，他见赵薇加起来不
到十次，而且其中五次都是因为
做公益在一起，赵薇做白血病方
面的公益，马云做乡村教师方面
的公益。

“我就好奇为什么我们总被
人放在一起？我也不明白。我
们后来看了新闻才知道，并且证
据确凿，背后有人操纵。有人明
确要求必须出现赵薇和马云在
一起的照片。”马云说，看网络上
的消息，一方面好奇怎么会传出
来，另一方面又不能出来讲，越
讲越黑。

马云称，这涉及到如何理解
商业精神。在马云看来，互联网
还是婴幼儿，但对无数年轻人影
响力之大堪比社会大学，“中国
互联网成为命运共同体，如果大
家都是商业竞争，就应该比战

略、战术、考核、执行力，而不是
比举报比黑稿。”

11 月 24 日，阿里巴巴集团
发布声明称，阿里巴巴近日遭遇
到一系列有组织、有计划、有规
模的组织策划，制造谣言，操纵
舆论，攻击诋毁阿里巴巴的违法
行为。不仅伤害阿里巴巴，还严
重伤害商业环境和网络环境。

马云表示：“我告诉阿里，不
要打嘴仗，不要为了阿里而做这
件事，我们觉得这是个责任。这
是公义，必须要有这个担当。别
人很容易把这个当成两家公司、
三家公司的竞争，我没兴趣，所
以我没评论。但我希望，商业竞
争就是商业竞争，商业竞争不能
上升到背后的搞黑洞”。

马云与赵薇曾一起出
席公益活动

时间回溯至 2013年 7月初，
马云首度与赵薇“同框”拜访气
功大师王林。

半年后的 2014年 1月，赵薇
在微博分享自己画国画的“心
得”，晒出与马云一起挥毫泼墨
的照片，更大方展示了马云的国
画作品。2014年 6月，马云和赵
薇丈夫黄有龙一起出席了阿里
巴巴入股恒大的新闻发布会。
同样在2014年底，赵薇夫妇在资
本市场上出手，入股阿里影业，
成为阿里影业第二大股东。当
时，凭借入股阿里影业，赵薇夫

妇的身价短时间内就暴涨了 40
多亿港元，成功套现后净赚10亿
港元。

对于赵薇和马云的相识，赵
薇在名为《近观马云》的书中给
出了答案，在该书中，赵薇并未
详述自己结识马云的过程，表示
是通过“一场普通的饭局”结识。

记者梳理，赵薇与马云一起
露面多次因公益活动。2014年6
月17日，马云组织了一个私人晚
宴，邀请比尔·盖茨以及国内几
位慈善家和商业领袖参加，其中
就有赵薇先生黄有龙。

据报道，2015年2月15日赵
薇现身杭州，代表 V 爱·白血病
专项基金获得来自阿里巴巴集
团100万元阿里公益捐赠。马云
也到场，共同呼吁爱心人士多关
注白血病儿童。

2016年1月17日腊八节，首
届马云乡村教师奖颁奖典礼在
海南三亚举行，赵薇到场，马云、
李连杰、那英、赵薇、汪涵、高晓
松、郎朗等明星大腕，为包括陕
西在内的西部六省100名获奖老
师颁奖。

一年后的 2017年 1月 5日，
农历腊月初八，传统的腊八节。
马云连续第二个腊八节向乡村
教师致敬，同样请来了诸多明
星，包括赵薇和李连杰、那英、汪
涵、高晓松、朱丹、汪峰、马苏、宋
小宝、白若溪、郎朗、韩红等等，
号称“半个娱乐圈为老师当配
角”，为100名乡村教师颁奖。

（综合）

投资人透露《美
人鱼2》将开拍

日前，此前投资过《美人
鱼》、《西游伏妖篇》的影视投资
人、金城集团董事长韦杰，日前
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美人鱼2》
即将开拍，此外还有一些衍生的

“美人鱼”IP 投资也在计划当
中。据悉，《美人鱼2》周星驰应
该还是担任导演或监制。

韦杰在采访中还赞赏周星
驰是一个有趣的人，对镜头的追
求精益求精：“不亚于拍了很多
年电影的导演”，是一个很纠结
很好玩可以交朋友的人。

《美人鱼》于 2016年 2月 8
日上映，由邓超、林允、张雨绮、
罗志祥主演，累计票房近34亿
元，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票房
破三十亿的电影。此前，由周星
驰监制的电视剧版《美人鱼》已
经立项，正在筹拍中。（综合）

最高检内刊披露
给田亮“压分”的领导竟是她

12月 3日，最高检内刊《方
圆》杂志刊发了一篇名为《中国体
坛高层触目惊心的腐败》的文
章。文章揭露了中国体坛众多
贪腐乱象与“潜规则”，其中关于
田亮和领导“交恶”的内容十分惹
眼。记者通过梳理发现，这位与
田亮不和的领导，正是今年11月
刚刚出任中国游泳协会主席的
周继红。

田亮全运赛场遭“压分”

被称为“跳水王子”的田亮
在 2004 年雅典奥运会摘金之
后，达到了职业生涯的巅峰。
爆红后，各路广告商纷纷向其
抛来橄榄枝，但也为田亮惹来
了大麻烦。2005年1月，国家体
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以其
参加商业活动过多，违反队规
做广告代言等为由将其除名。
为此，十运会便成为了田亮唯
一的救命稻草。这是他重启国
家队大门的敲门砖。

根据《方圆》杂志刊发的相
关报道，在 2005 年进行的十运
会上，因与中国跳水队的某领
导“交恶”，田亮被打压。赛前，
一位体育界高层要求“无论田
亮跳得有多好，最多只能给 8.5
分”。

比赛中，在田亮一次完美
入水后，除了一位裁判按标准
给出 9.5的高分以外，其他裁判
果然只给出 8.5分，这位给高分
的裁判最终失去了“最佳裁判”
评选的资格，因得罪领导不久
后便辞职。

裁判现身说法
矛头直指周继红

记者梳理发现，成都商报
曾在数年前撰文，直指这位授
意裁判“压分”的领导正是时任
中国跳水队领队的周继红。文
章中，这位因得罪领导被迫辞
职的裁判现身说法，道出了“压
分”事件的原委。

这位裁判表示，“田亮参加
男子10米台之前，在我们裁判休
息室里，一位我不能透露姓名的
人直接对我们说：‘不管田亮跳得
多好，一律都是8.5（分）’！当时
我就觉得很悲哀：‘说起来我们是
决定比赛归属的裁判，但实际上
只是一群傀儡而已！’”

而在“违抗旨意”打出9.5分
之后，这位耿直的裁判也遭到了
处理，失去了本该到手的“全运会
最佳裁判”奖项。“一开始无记名
投票时是有我的，但后来我的名
字不知怎么就被叉掉了……不
过我问心无愧，我之前得过两次

全运会的最佳裁判奖，也是世界
跳水大赛的常客，这已经足以证
明大家对我的认可。”

这还不算完，这位裁判还在
比赛之后被周继红叫到北京训
斥了一顿，自觉得罪了周继红，这
才主动选择退出跳水裁判圈。

而对于在中国跳水界说一
不二的周继红，这位裁判表示，她
确实该反思一下：“中国跳水的成
功，是跳水这个系统工程的胜利，
并不是你周继红一个人的功劳。”

欢迎晚宴再同框
师徒关系或已缓和

成都商报的这篇报道在
2009年发表后，周继红并未做出
回应。有趣的是，在今年12月1
日举行的2017年国际泳联年度
颁奖盛典欢迎晚宴，田亮与周继
红共同现身并合影，再次引起媒
体关注。这对曾经剑拔弩张的
师徒，如今的关系似乎已得到了
极大的缓和。（综合）

周继红田亮的关系一度剑拔弩张

冯小刚新片
《芳华》15日上映

新华社北京12月 7日电
导演冯小刚 6 日晚在京宣布，
原本计划国庆档上映的其新片
《芳华》档期调整至 12 月 15
日。影片改编自严歌苓同名小
说，主要讲述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几个部队文工团员的成长经
历和人生命运。

片中，舞蹈演员何小萍（苗
苗饰）因家庭隐情屡遭战友排
斥，被称为“活雷锋”的刘峰（黄
轩饰）却因表白感情受到处分，
两人经历了战争前线的洗礼，
晚年相濡以沫，其他团员也随
着文工团的解散各奔东西……

据介绍，影片《芳华》源于
2013年冯小刚和严歌苓的一个
约定——因为两人都曾在文工
团服役，成长的年代也差不多，
所以约好创造一个贴近亲身经
历的文工团故事。

冯小刚此前接受采访时
说，片名中“芳”是芬芳、气味，

“华”是缤纷的色彩，“非常有青
春和美好的气息，很符合记忆
中的美的印象。”

2018女排
世锦赛分组揭晓
中国队与意、土等同组

2018年国际排联女排世界
锦标赛的分组抽签仪式7日在
东京举行。中国女排与意大利、
土耳其等球队同分在一组。

共24支球队参加2018年世
锦赛的较量。目前世界排名前
七名的球队加上东道主日本队
作为种子队被分配到了四个小
组中，其余16支球队则抽签决
定组别。因此，在抽签之前，世
界排名第一的中国队就已经确
定了同意大利队分在B组，随后
经过抽签又加入了土耳其、保加
利亚、加拿大和古巴四支球队。

2018 年女排世锦赛将于
2018年9月29日至10月20日在
日本多个城市举行。（新华社）

跆拳道世界杯中
国女队成功卫冕

2017年跆拳道世界杯（团
体赛）当地时间6日在科特迪瓦
经济首都阿比让落下帷幕。中
国女队在决赛中以 49：42战胜
老牌劲旅韩国队，成功卫冕。

中国女队在战胜了美国队
和东道主科特迪瓦队后，顺利小
组出线。半决赛时中国队战胜
了摩洛哥队。

在与韩国队的决赛中，中国
队采取积极主动的战术，最终战
胜对手，卫冕成功。韩国队和摩
洛哥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此外，中国队还在男女混双
的比赛中夺得冠军。

本次共有14名运动员代表
中国队参加了本年度世界跆拳
道大奖赛总决赛和跆拳道世界
杯（团体赛）。(新华社）

我市选手邓国祥
喜获省老年好声
音比赛三等奖

本报讯（记者 茅猛科 通
讯员 曾磊）爱在福彩，唱出精
彩。近日，由江苏省福利彩票
发行中心主办的第四届“江苏
福彩杯”老年好声音大赛的决
赛暨颁奖仪式在南京圆满落
幕，我市选手邓国祥以45.32分
的成绩荣获三等奖。

据了解，6月底，邓国祥在
第四届江苏省“福彩杯”老年好
声音大赛丹阳选拔赛上以二等
奖的成绩，代表我市参加南京
举行的省级比赛。经过初赛、
复赛的层层选拔后突出重围，
与来自省内其他县市的 11 人
共同闯进决赛，并最终以一曲
《 战士歌唱毛主席 》获得大赛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