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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综合

星闻快报□据《新快报》

第 71 届奥斯卡影后格温妮
斯·帕特洛与英国酷玩乐队主唱克
里斯·马丁结婚10年，最近不断传
出婚姻亮红灯。25日，她在自己
创办的生活网站上宣布，他们决定
结束夫妻关系，并表示这是双方共
同做出的决定。

41岁的格温妮斯与克里斯结
婚10年，育有一子一女。3月 25
日，她在网站上发文表示，自己以
充满悲伤的心情告诉大家，她和
老公决定分开，并指出二人时而
住在一起，时而分居两地，想找出
舒服的生活模式，无奈在多年的
努力之后，关
系 还

是没办法变好，所以夫妻俩才决
定离婚。虽然离婚了，但格温妮
斯强调，她和老公、女儿 Apple
及儿子 Moses 还是一家人，感
情会变得更加密切，并表示他们
永远都是孩子的父母，孩子也给
予他们空间来度过这段艰难的
时间。

格温妮斯与克里斯的恋情始
于2002年，当时英国酷玩乐队正
在进行全球巡演，格温妮斯与乐队
主唱克里斯相识、相恋；2003年12
月5日，他们秘密结婚，没有任何朋
友或者家人收到邀请，几个月后，格
温妮斯生下女儿；2006年4月，他
们的儿子出生。其间，克里斯专门
为格温妮斯写了几首歌曲，尤其是
在妻子的父亲去世时，他为妻子写
了一首非常著名的《Fix You》。

其实，他们分手在去年夏天
就有预兆，接受采访时他们表示：

“维持婚姻是件很艰苦的事情。
你会经历非常美妙的瞬间，也会
经历非常糟糕的瞬间。我们和
其他的夫妻没有什么不同。”
今年 1 月中旬，格温妮斯和
丈夫一起出席西恩·潘举办
的慈善晚会。格温妮斯最
近才传出与娱乐律师凯
文·约恩的绯闻，接着就
发布离婚消息，让人起
疑。虽然其发言人已
驳斥这是“100%的假
消息”，但结婚 10 年
来，不断传出她个
性强势、脾气差、
有“公主病”等负
面传言，因此有
消息称，性格
不合是这段
婚 姻 画 下
句点的主

因。

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

当地时间3月26日，2014劳伦斯世界
体育奖颁奖典礼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
“卷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亮相现场。
在颁奖典礼后的派对上，他为等候在外的
粉丝签名，有一张自己笑容灿烂的照片却
让他呆滞一秒，连称“这照片太丑了”，婉

拒了在上面签名的要求。 （21CN）

克里斯·海姆斯沃斯
日前，“雷神”克里斯·海姆斯沃斯在社交

网站上晒出两个孩子的脚丫照。克里斯·海
姆斯沃斯与妻子埃尔莎·帕塔奇的双胞胎儿
子3月18日出生，他们之前育有一女。（新娱）

黄磊

之前有报道称，黄磊的妻子孙莉怀
上了二胎。26 日，在电视剧《我爱男闺
蜜》的发布会上，黄磊自曝，二女儿已
经出生，而且孙莉已经出月子了。

（欣闻）

梁静茹

在马来西亚政府宣布“马航 MH370
航班坠毁，无一人生还”后，马来西亚歌手
梁静茹不幸躺枪，遭到不理智的网友的辱
骂。对此，央视主持人张泉灵等名人发微
博为梁静茹抱不平。 （新娱）

□柴婧

惊闻一则消息，金秀贤上海粉丝见
面会的第一排票价被炒至 2.5 万元！更
让人吃惊的是，有一群十几岁的小姑娘
没有门票，称只要让她们进去，“保安想
干啥都行”！妹子们追星追到这个份儿
上，真是辛苦了。

就为了看一眼经纪公司塑造出来的
艺人，就为了看一眼在电视剧里才有超能
力的普通人，你就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即
使你付出所有后进去看到了，金秀贤能为
此多看你一眼、多陪你一天？难不成他还

能因此爱上你？小姑娘，别傻了，“叫兽”
只存在于电视剧里，何况即使是在电视剧
里，“叫兽”的心里也只有“二千”。

有网友看到这件事后发表看法：“这
要是我闺女，看我不抽死丫的！”恐怕很
多家长都有同感。

小姑娘，喜欢一个人没有错，可是，
没有底线地去喜欢一个人，对得起自己
吗？更何况，你连对方的真实样子都不
知道，就全身心地去追求？这不叫勇敢，
这叫盲目。虽然人年轻时总会干那么几
件傻事，但有些傻事干了就要用一辈子
去背负后果，真不值得。

●2005年
有报道称他们的婚姻亮起红

灯，甚至有传闻称，他们在纽约某
餐厅门外，为了等候吃饭而当街大
吵。之后，二人一直在冷战。

●2007年
有八卦杂志爆料称，克里斯和

格温妮斯的婚姻出现问题。有消息
人士透露：“他们过去一年来经常在
两地工作，彼此缺少沟通。”

英国酷玩乐队主唱还是没能留住奥斯卡影后

格温妮斯·帕特洛结束10年婚姻

格温妮斯·帕特洛，1972年9月
28日在美国洛杉矶出生。1991年，
格温妮斯·帕特洛出演影片《霍克船
长》；1996年，格温妮斯拍摄了她的
成名作《艾玛》；1998 年，格温妮

斯·帕特洛出演《莎翁情史》，并凭
借此片获得第 71 届奥斯卡最佳女
主角奖；2008 年，格温妮斯·帕特
洛参演电影《钢铁侠》，随后出演该
片的两部续集。

此前被传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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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喜欢，也应该有底线

格温妮斯·帕特洛

厂房优惠出租
高新区西南环外，有

占地16亩，新厂房及办公
楼 4000m2，可 分 三 个 独
院，环境优美，对外出租。
18237902031张经理紧临龙门大道牡丹

宫路口 4000m2 独院车
间、水电、办公楼齐全。
13937913937赵

独 院 出 租
国花路邙山驾校东门对

面6000多m2钢构仓库及配套
办公楼招租18亩，独立场院，
水电齐全，环境优美，交通便利
13938849828 周 先 生

钢构仓库出租

天津路旺铺出租
无 转 让 费 ，门 口 有

停 车 场 ，面 积 100m2~
800m2均有，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18538819980

13838802060龙门西山一占地 30
亩农场对外转让，房屋 ，
圈舍 ，水电等手续齐全。
吕 先 生 ：18736294777

15333845666

农 场 转 让

旺铺转让
洛阳市商业黄

金地段建业凯旋广
场内现有 200 平方
米，300平方米两旺
铺转让，有意者面
谈，非诚勿扰。
联系人：张女士
电话：18317515533

本人有1500亩林权转
让，证件齐全，32年期限，内有
核桃树1200多颗，板栗树有
400多颗，有林业补贴，适合养
殖、种植、开发旅游，价格68万
元。电话：13938802972

洛阳嵩县林权转让

该园紧邻新区关林大
道，占地面积300亩，葡萄
树已进入盛果期，现对外出
租或转让。15139977855
13633896561

葡萄园出租转让

华山路中段工业用地
有厂房 650m2、350m2，内
装5吨、3吨天车，另配有办
公室，交通便利，水电齐全。
电话：13938836858

厂房出租

出租招商
关林医药城零号路（展

览路）东段临街 6 层大楼
7000m2，可 做 宾 馆 、医 院
等，水电齐全，可分割，价格
优惠。13837915811姚

保鲜库招租

地址：310国道与洛吉路交
叉口附近 13525911191

一路领鲜
随心而冻
——洛阳领鲜冷库

310国道瀍河段有厂
房 1000m2、3000m2，天车
5台，变压器1250千K，办
公楼 800m2，仓库 600m2，
交通便利。13937989390

新建标准厂房出租

标准化厂房租售
洛阳博安龙腾工

业园标准化厂房、物
流、仓储火热租售中，
厂房面积 1000m2 起。
电话：60133999

洛阳乾元木材有限责
任公司是豫西最大的木材
模板市场，内设各种装卸设
备。另有部分空场地约
18000m2，办公室数间。欲
对外招租。13838852761

招 商 招 租 旺铺出售
老城区十字街口黄

金旺铺一层 460m2，层
高6.1米，200m2起，二
层 1600m2，带 租 约
出 售 。 15903792677

宾馆租、售
九都路黄金地段写

字 楼 有 4716m2 宾 馆 欲
租、售，该宾馆可分割作写
字楼使用。15903792077

厂房写字楼公寓租售
洛龙区租售：标准

化厂房及配套写字楼、
公寓。全现房、有产权
还、可贷款。进驻企业
可享政府招商优惠政
策及补贴。
电话：62273666

13383871981
地址：开元大道张衡

街交会处

高新区周山森林公
园附近一江工业园内1
万平方米厂房出租，可
分割，水电齐全，交通便
利。15937915087

标准厂房出租

洛阳翔通置业有
限公司位于原红山乡
镇政府北隔壁，有部
分剩余房源出售，现
房，多层，有天然气，
96 平方米～143 平
方米，起价2800元。

13598160587

现房出售

厂房出租
洛龙区科技园牡丹路

和关林路两边有闲置厂房
和空地对外出租，有意者请
联系：18137915366 康先生

13592018617 赵女士

定鼎广场旺铺招商
九都路与定鼎路交

叉口香榭里定鼎广场
60m2~300m2，一 层 沿
街少量旺铺招商中。
69939191 13014715937

王城大道与唐宫路交
叉 口 临 街 1～3 层 旺 铺
20000m2招租，可自由分割，
适合金融、珠宝、大型餐饮、
娱乐等。18638895568

黄金旺铺招租

洛阳师院学术
中心有部分写字间、
公寓招租，适宜办公、
教育培训和商住。
电话：13703886856

13849920534

招 租

专栏热线 :63330377 63330677

出租转让
唐宫西路36号唐宫大厦8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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