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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最新⾓⾊造型曝光
但是德洛丽丝·乌姆⾥奇(Dolores Umbridge)教授的抵御⿊魔法课程并没有起到多⼤作⽤,年轻巫师们
⾯对威胁他们和整个巫师社会的⿊暗⼒量时仍旧束⼿⽆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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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狗拼⾳输⼊法发帖⼦，体验更流畅的中⽂输⼊>>

请在这⾥里里发表您个⼈人的看法，发⾔言时请遵守注意⽂文明

发表 重写

我来说两句

精华区

辩论区

相关搜索： dolores 卡百利 歌迷 记者 主唱

卡百利主唱桃乐丝记者会 亚洲⾸站独厚台湾歌迷

[我来说两句] [字号：⼤ 中 ⼩]

　　1993年出道崛起的卡百利乐团的灵魂⼈物——主唱桃乐丝来到台湾进⾏宣传，尽管

⼩红苺已经不再发⾏新专辑，但现场的媒体⼏乎都是她的歌迷。记者会上桃乐丝特别安

排了他的专属吉他⼿ Stefano Demarchi，现场已空⼼吉他表演，⼀⼜⽓演唱了两⾸新歌

《Ordinary》、《Apple Fire》还唱了⼀⼿卡百利时期百万畅销单曲《Linger》，所有⼈

听见她的歌声都想起许多昔⽇美好的回忆.他对主持⼈的问题也都有问必答问，到家庭

⽣活以及三个⼩孩与此次的随⾏的经纪⼈⽼公Donald，桃乐丝更是笑的开⼼，他说到她

家⼈对他的⾳乐创作有⾮常⼤的影响，其中也提到了是否有兴趣再来台湾开演唱会，桃

乐丝也爽快的答应，只要此次发⾏的个⼈专辑销售成绩亮眼歌迷没有忘记她，他还是希

望能唱歌给所有喜欢她的歌迷。

(责任编辑：董⽂)

[我来说两句]

相关新闻

·斯蒂芬·⾦06新著《⼿机》引进出版
·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程安排:9⽉7⽇
·世界杯圣殿外的经典之作 列举⼏⾸⾜球歌曲-搜狐体育

更多关于 Dolores 的新闻>>

【 祛斑、祛痘、祛疮美⼥宝典 】 【 医学报道：男⼈强肾、强⼤--新揭密 】

【 未来⼗年赚有车⼈钱 】 【 什么⽣意⽐股市⽕ 】

【 国家政策环保赚⼤钱 】 【 ⼩吃投资2000⽉赚20000 】

我要发布Sogou推⼴服务

黄宗泽⾃爆性感底线

郭晋安为杨怡颁"奖"

·景甜 |《不懂爱》MV 特别的⽣⽇礼物
·华眼天下 |历史上最长的裸照(图)

·花平 |⾼盛中国CEO中⽂挂科被迫离任
·宋强 |中国下⼀代⼤师将诞⽣在80后
·刘晓原 |郭德纲否认为虚假⼴告道歉
·周其仁 |不如⼈意的全盘公医
·浩歌 |邓⼩平与⾦庸交往幕后故事
·赵牧 |奇迹：夫妻联⼿七次攀登珠峰
·杨⼩洁 |海⻳和海带都是海鲜？
·COCO |中国MM初到德国时遇见的尴尬

说 吧

说 吧 排 ⾏

上证指数(77445) 李宇春吧(104510) 快乐男声吧(68574)

苏醒吧(41523) 刘德华吧(69854) 东⽅神起吧(65744)

贴图吧(68789) 婚姻吧(78544) ⼩瘋⼦來啦吧(6985)

没有车没有房 ⾹烟爱上⽕柴 该死的温柔

⼩姐，贵姓 旧爱还是最美 不怕不怕

⼤学洗澡事件 花花公⼦ 爱情转移

迷恋荷尔蒙 新美⼈主义 千⾥之外

茶 余 饭 后

·林青霞被爆精神濒临崩溃！ ·王祖贤男友竟然送舒淇钻戒
·赵薇默认恋情 王励勤得名分 ·林志玲⼤跳艳舞 避谈⾔承旭
·刘烨开⾹槟“喷射”舒淇(图) ·⿊涩会美眉内⾐照流传⾊情⽹
·肥肥姐美容店扮靓 ⾏动⾃如 ·图：吴⾠君膝盖错位现疤痕
·黄晓明艳星留电话 来⽇⽅长 ·黄奕变知性⼥ 懒理整容传闻
·孙莉捧场为黄磊 桃花源⽕爆 ·柏芝得⼦ 霆锋⼥友洒泪祝福
·汪涵肝硬化 肚中疑似有腹⽔ ·揭⼤明星演唱会淫秽⼀幕(图)

·吴宇森为何拒绝李⼩璐卖春？ ·品评TVB新⽼花旦的惊艳瞬间
·视频：⽥亮宝马载叶⼀茜同住 ·视频：巨胸亚姐裸浴⼤泄春光
·视频：谢娜张杰情侣装⾸亮相 ·视频：郭可盈惨沦为赚钱⼯具
·视频：袁泉情变暴瘦成"排⾻" ·视频：梁静⼤肚看戏⼗⽉临盆

60岁赵雅芝似少⼥ ⼥艺⼈露点史遭曝光 专职⼥裸替悲惨⽣活

更多>>

⼥星们哭诉失⾝经历

精彩连载| 娱乐圈⼤奶和⼆奶的⽣死⼤战
⼋卦连载| ⼥星哭诉曾被信乐团主唱性虐
明星贴图| ⼥星海边晒乳被狂拍 为上头条
⼋卦爆料| 张曼⽟竟然和两个美⼥同浴⾁博
第壹电影| 【第壹电影独家】⾹港电影秘史

更多>>

巧克⼒中的爱情涵义

娱乐旮旯| ⼋卦:中国四⼤"妻管严"城市
娱乐旮旯| 当红明星最美丽的瞬间(图)

娱乐旮旯| 不仅我们，美国的物价也在疯涨
娱乐旮旯| 教你12招,保管男朋友跑不了
娱乐旮旯| 各国空姐制服造型⼤⽐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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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输⼊入关键词  搜索 供应商 直通⻋车

⼤盘⾛势 何炅受伤 央视段暄结婚 中国⼥性乳房标准 美艳之都
汪涵肝病中末期 ⽇本⼥兵 招⾏CMP1 钢铁抢筹 艳遇 隐私⼤曝光
瘦腰菜谱 ⼥F4遭包养 杨澜倪萍没⽂化 ⼉童不宜 中报业绩 华仔

更多>>

热点标签：春晚 第⼀次 校花 舒淇 裸照 ⼤

乳房 写真 ⾃拍 星巴克 潜规则 ⾛光 徐静蕾 菊花台 性感 美⼥ 搞

笑 性丑闻

精彩推荐

·⾼⾎压——获重⼤突破
·糖尿病——全新疗法！
·风湿类风湿⾻病—全新突破
·快速解决男性⼤“难”题！
·脱发、⽩发科技新成果(图)

·帕⾦森--脑萎缩--康复之路

·复发性泌尿疱疹国际突破！
·０７肝病HBV—治疗—新亮点
·湿疹、荨⿇疹为何久治不愈
·治愈糖尿病——惊世发现！
·泌尿疣、疱疹——德国新药
·补阳肾——男⼈强⼤的秘决

更多>>

搜狐分类 | 商机在线 医 疗 健 康 保 健

·幼⼉乐园开⼀家⽕⼀家
·1000000车主 逼你致富
·做别⼈没想到的⽣意 图
·赚孩⼦的钱，真容易
·寻找会卖卡的⼈
·床上⽤品的钱好赚（图）

·⼥⼈⼀夜暴富的⼤秘密
·07年餐饮投资热点！
·百变饰界、独门⽣意
·⼩⼥⼦开店30天赚20万
·开标牌店！⽉赚80000

·学⽣家长排队送钱

【炫图铃】 彩铃 | 短信 | 彩信 | ⾳乐 | 图吧 | MP3 | ⼩灵通

更多>>

健 康 指 南

·“她”让你暴富！“爽”

·⼥⼈⾐柜——商⼈钱柜
·做⼀年 ，赠车有房！
·投资2000⽉赚20000

·1.5万开店年利60万
·⼀店多能 财富加⼯⼚
·穷⼈是如何变富的？

·投资1000－⽉赚万元
·学⽣⽹吧开1家⽕1家
·数码彩扩，天天＂印＂钱
·⼩⼥⼦投资好项⽬！
·5000亿商机，想赚就赚
·化妆品折扣 财⾊兼收
·中视联展 中视联展

MM贴图秀| 港姐为出名，拍三级，⾊情写真，又整容
娱评天下| 成龙⼤哥被封杀,以及⽀持台独的艺⼈!

娱乐旮旯| ⼋卦:揭秘疯狂“暗恋”男明星的⼥艺⼈们
娱乐旮旯| ⼀哥们在⽕车上上厕所的尴尬经历(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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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脸黄脾虚腰痛良⽅ ·45岁以前停经不正常

·狐臭--腋臭--专家⽀招 ·泡脚减肥--瘦到你叫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