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演来华搭档姚晨唐嫣
不拍《来自星星的你2》

近日，《来自星星的你2》将于12月底开播的消息在网
上传得沸沸扬扬，消息透露《星你2》将于12月播出，连剧情
都传得有鼻子有眼。不过导演张太维却表示自己从未接到过
要拍摄第二部的消息，他还透露到，他目前正在中国为自己
的首部华语片《合伙人》做后期工作，该片由姚晨、唐嫣、郝
蕾、郭富城、李晨领衔主演，预计在2016年五一档上映。

都敏俊千颂伊生外星宝宝？
导演澄清：《星你2》还没拍

去年，由全智贤、金秀贤主演的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红
遍整个亚洲，掀起了全民“炸鸡配啤酒”的高潮。而最近网络
盛传《星你2》将于12月底开播，并爆料在第二部中，故事将
发展到都敏俊跟千颂伊怀上外星宝宝，届时外星宝宝的能
力，会比老爸更厉害。

对此，有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来自星星的你》的导演
张太维，他首次公开澄清道：“对于《星你2》12月开播的消
息自己并不知情，并且到目前为止从未收到过关于《星你
2》开拍的消息。”

不拍《星你2》拍《合伙人》
张太维新戏搭档姚晨郭富城

导演还表示，自己最近正忙于新片《合伙人》的后期工
作，并不知道网络上关于《星你2》开播的传闻，“是电影宣
传方找到我询问，我才第一次知道这个传闻，觉得最好还是
跟网友说明一下，谢谢大家对《来自星星的你》的喜爱，不过
我的确没有收到要拍第二部的消息。”

张太维的新片《合伙人》与《来自星星的你》题材截然不
同，该片讲述了由姚晨、唐嫣、郝蕾饰演的三位女性在商学
院相遇最终成为创业合伙人的励志故事。此外，唐嫣、郝蕾、
郭富城、李晨、UNIQ组合成员王一博、金圣柱也加盟了该
片，预计将于2016年五一档全国上映。 时光网

网曝陈晓和
陈妍希已领证
男方经纪人否认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陈晓和陈妍希
已经在12月7日，于合肥老家领证结
婚。随后此消息被合肥当地网友证实：
“作为合肥人的老婆，为了表示信赖，结
婚时要去祭拜祖坟，是当地的传统，意在
告知祖先家里有新人进门。”对此陈晓的
经纪人进行了否认。

前不久，陈晓带着陈妍希回老家祭
祖被偷拍，这被网友猜测为二人已然领
证结婚。对此， 陈晓经纪人李女士在第
一时间否认，并表示：“之前就说过，如果
领证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而陈晓日前在出席活动时，被问及
何时举办婚礼？他首度透露是“明年”。

!

"

娱乐新闻 2015年12月15日 星期二
副刊评论部主办 编辑：孟健

在金球奖提名，小李子就
遇到了史上最残酷影帝争夺

好不容易有希望拿个奥斯卡，结果……

第 73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在
美国时间 12月 10日凌晨公布了提名
名单。作为奥斯卡最重要的风向标之一，
本届金球奖将在当地时间2016年1月
10日颁奖。第88届奥斯卡奖则将在明
年1月14日公布提名，2月28日颁奖。

今年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凭《鸟
人》导演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
图的新作《荒野猎人》，气势汹汹闯入颁
奖季。虽然奥斯卡还没提名，但目前全世
界都在关注这位曾经四次与小金人失之
交臂的偶像实力派到底能不能拿下明年
的奥斯卡。那么，从目前金球奖及颁奖季
其他奖项的态势看，他到底有多少希望？
答案是：呵呵。

这是莱昂纳多第11次被提名金球
奖，其中包括7次剧情类影帝、1次音乐
喜剧类影帝以及2次最佳男配角，最终
他凭《飞行家》和《华尔街之狼》两次捧
杯。今年，小李子凭《荒野猎人》提名剧
情类影帝———这类别的影帝提名显然
对奥斯卡最有参考价值。不过，如果看
到同入围的竞争者是谁，大伙儿心里或
许就要为小李子捏把汗了———实在是
每一个都很强，每一个都很符合奥斯卡
评委的口味。显然，小李子就连最后拿
下金球奖影帝的可能性都很低，就更别
提奥斯卡了。

对手：布莱恩·科兰斯顿
作品：《特朗勃》

这是一部关于上世纪好莱坞著名编

剧达尔顿·特朗勃的传记片。这位编剧从
上世纪30年代进入好莱坞以来，奉献
过《罗马假日》、《出埃及记》、《斯巴达克
斯》等经典作品。但是，其职业生涯却相
当坎坷：他受过迫害，遭过解雇，还蹲了
大牢。特朗勃只能假借他人的名字进行
剧本创作，夺下奥斯卡最佳编剧两座小
金人的《罗马假日》与《勇敢的人》，剧本
署名都不是他……可以想象，这样一个
故事对于奥斯卡评委来说多么容易产生
共鸣。扮演特朗勃的是《绝命毒师》的“老
白”布莱恩·科兰斯顿，也是出了名的好
戏之人，去年他还刚刚凭《绝命毒师》拿
过金球奖剧情类剧集的最佳男主角。

对手：威尔·史密斯
作品：《脑震荡》

这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对中
国观众而言有点偏门，它的故事来源于
当年 Omalu博士与 JeanneMarie
Laskas博士共同发表的一篇文章。这两
位脑神经学病理专家披露了引发橄榄球
员相继自杀的真凶———脑部运动损伤
（CTE）。在美国，橄榄球可谓是家喻户
晓的运动，不少孩子都从小训练打橄榄
球。但是，因为球员们在赛场上需要承受
无数次的脑部直接撞击，他们产生CTE
的几率也是极高的，这个真相当年被披
露时曾经引发过全美轰动。威尔·史密斯
饰演其中一个神经病学专家。这类关注
现实社会的题材向来是北美颁奖季的偏
爱，很可惜，威尔·史密斯不是扮演某个

患上CTE的退役橄榄球运动员，要不
然，他的得奖几率会高得多。

对手：迈克尔·法斯宾德
作品：《史蒂夫·乔布斯》

这又是一部素来在颁奖台备受偏爱
的传记片。影片取材自沃特·艾萨克森撰
写的乔布斯生前唯一授权传记，由《社交
网络》的编剧阿伦·索尔金改编。北美影
评人将影片称为“后台三幕剧”，因为影
片场景基本在室内，全片总共7名主演
进行着无休无止的对话、争吵、嚎叫。想
想今年拿到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
的《鸟人》吧，这正是奥斯卡那盘菜！“法
鲨”的演技自然不用再说了，更何况他这
次连扮相和姿态都像极了乔布斯……不
过，“法鲨”本人在奥斯卡的运气并不怎
么样，至今他只提名过一次，去年《为奴
十二年》的最佳男配角。

对手：埃迪·雷德梅恩
作品：《丹麦女孩》

这位英国演员是好莱坞的宠儿，而
且他每次都很拼！前年小李子在《华尔街
之狼》里演吸毒大亨，满地打滚那场戏够
精彩了吧，结果去年“小雀斑”就演了《万
物理论》里说不了也动不了的斯蒂芬·霍
金！这次的《丹麦女孩》又是类似《万物理
论》传记故事：伊恩娜最初本是男儿身，
他的画家妻子格蕾塔·维金娜因为需要
一个女模特，便让自己的丈夫扮成女人，

最后伊恩娜索性在妻子的鼓动下，在
1931年通过手术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变
性人。变性人啊，小李子在《荒野猎人》里
面挨冻吃生肉什么的立刻就不够看了。
遇强则强，这绝对是要把小李子以及其
他所有人都踩在脚下的节奏啊！

金球分析
电影：《卡萝尔》领跑
今年的金球奖提名，电影部分领跑

的是5项提名的《卡萝尔》，加上在颁奖
季其他奖项中表现突出的《聚焦》，这两
部片中必定会跑出一部明年的奥斯卡最
佳影片。《卡萝尔》讲述的是上世纪50年
代纽约两名身处不同社会阶层的女人相
遇相知相爱的故事，奥斯卡对这类题材
向来偏爱。两位女主角凯特·布兰切特和
鲁妮·玛拉这次还双双提名剧情片女主
角，加上在《房间》中扮演被邻居囚禁7
年女子的布丽·拉尔森，三人组成今年金
球剧情类影后最有希望的“黑马小组”。

喜剧类最佳男女主角中同样有不
少星光，《大空头》克里斯蒂安·贝尔、
《丹尼·科林斯》阿尔·帕、《火星救援》马
特·达蒙、《乔伊的奋斗》詹妮弗·劳伦斯
都在此列。

电视：《冰血暴》突出
金球奖的电视类奖项永远都把收视

率看得跟剧集品质一样重要。因此，在今
年的提名名单中，《权力的游戏》、《美国
恐怖故事》、《路德》、《纸牌屋》、《唐顿庄

园》、《广告狂人》这类老牌剧照样有一席
之地。金球奖也不忘鼓励新作，开播时间
较短的《嘻哈帝国》和《冰血暴》同样表现
气势汹汹。其中，今年年初才开播的
FOX新剧《嘻哈帝国》虽然剧情狗血，但
却获得了首集6.1、终集6.9的惊人收视
率，因此在金球奖获得了剧情类最佳作
品和最佳女主角等重要奖项。今年走到
第二季的《冰血暴》则表现最为突出，同
时入围最佳迷你剧/电影剧集以及男女
主角提名。

值得一提的是，“表演界新人”Lady
Gaga也凭《美国恐怖故事》中的吸血鬼
妇人一角，入围了迷你剧最佳女主角，跟
《冰血暴》的克尔斯滕·邓斯特争夺金球
奖奖杯。

局势分析
演员工会提名，还给了激励奖

奥斯卡评委中充满了电影各大工
种的工会成员。因此，每年的工会奖都
对奥斯卡奖有着不小的风向标意义。之
前，美国演员工会奖公布了提名名单，
小李子赫然在列，其余还有“老白”“法
鲨”、“小雀斑”，以及《黑色弥撒》的约翰
尼·德普。

今年是美国演员工会基金会成立
30周年，该基金会还在公布提名名单的
同时给小李子颁发了一个“演员激励
奖”，以表彰他在演艺上的成就和在慈善
事业上作出的多年贡献。或许，也补偿他
过去八次提名演员工会奖但都空手而归

……因为演员工会的态度，外界都猜这
次奥斯卡小李子希望更大了。谁没在奥
斯卡有过点伤心往事呢，人家德普也得
过三次提名但没拿奖，怎么就不见演员
工会给他来点儿“激励”？

四个影评人奖，只拿到一个半
在北美颁奖季中，影评人协会奖也

很重要。如今这类奖项已经颁发了四个，
结果对小李子有些不利。纽约影评人协
会奖把影帝给了《聚焦》的迈克尔·基顿，
他今年曾凭《鸟人》提名奥斯卡影帝但没
得奖。《聚焦》是今年颁奖季的大热片，波
士顿影评人协会和洛杉矶影评人协会都
把最佳电影给了它，故事讲述的是波士
顿环球报的《聚焦》栏目调查小组如何揭
露神职人员进行儿童犯罪的故事。洛杉
矶影评人协会把影帝给了《乔布斯》的
“法鲨”。波士顿影评人协会奖把影帝给
了小李子，但却是一个含金量减半的“双
黄蛋”，另一名得奖者是《爱与慈悲》的保
罗·达诺。只有华盛顿影评人协会奖最有
诚意，把完整的影帝奖给了小李子。

此外，美国国家评论会奖把影帝给
了《火星救援》的马特·达蒙，不过这个奖
跟奥斯卡素来重合度不高，业界也基本
无人看好马特·达蒙凭这部较为商业的
科幻片拿下明年的奥斯卡。近年来越来
越受重视的哥谭独立电影奖则把影帝给
了《爱与慈悲》的保罗·达诺，而美国独立
精神奖的提名名单中，影帝同样没小李
子什么事儿。

李丽

小李子凭!荒野猎人"提名金球影帝

章子怡亲自辟谣还没生子
汪峰借此上了头条

“儿砸（儿子）？只有这个。”
章子怡这条微博，戳中了不少网
友的“嗨点”。照片中，章子怡戴
着大帽子和墨镜，满面笑容地抱
着一只宠物狗，如果你不知道前
因后果，看上去还真没什么不
同。但“巧”就巧在，章子怡已在
美国为汪峰生下儿子的消息铺
天盖地在网络疯传，所以这条章
子怡用来辟谣的微博，成了网友
选择吐槽的阵地。

事情回到 12月 12日晚，
微博娱乐营销号爆料，章子怡在
美国诞下一名男婴，加之早前
“全民星探”拍到了汪峰赴美国
陪同章子怡逛街、待产的图片，
所以许多网友对营销号的爆料
深信不疑。随后，有媒体报道称，
虽未联系上章子怡和汪峰本人，
但从章子怡身边一位男性朋友
处得到消息，证实章子怡已经升
级成功。

不过没多久，剧情突然发生

反转，某知情人士表示章子怡虽
然临产期在即，但确实还没生
产。汪峰工作室也表示，“该消息
纯属假新闻。”

身在美国的章子怡肯定知
道网友已经在网上炸开了锅，所
以她在昨天发了微博，晒出和宠
物狗的合影，辟谣表示自己还没
生。但不想，已经“自嗨”了一晚
的网友根本不管这么多，反而针
对章子怡照片中的宠物狗开启
了吐槽模式。有不爽汪峰的网友
故意拿宠物狗说事，给章子怡留
言：“你家儿子好帅，真像汪峰。”
有人拿汪峰过往离婚的情史开
涮，叮嘱章子怡：“还是生个儿子
吧，不然又得离婚了。”还有人拿
宠物狗和汪峰作比较，并找出让
人啼笑皆非的共同点：“汪汪汪，
知道你家孩子他爹姓汪叫汪
峰。”更有人脑洞大开开始预测
章子怡肚内婴儿的性别：“犬子
等于男孩吗？”

自从章子怡和汪峰传出
恋爱绯闻，许多网友就表示
宁愿自毁双目，也不愿“国际
章”如此接地气地选择“皮裤
汪”。虽然外界一直不看好二
人感情，但章子怡和汪峰却
爱得你侬我侬，更在今年2
月章子怡的生日派对上，汪
峰求婚成功。随后有香港媒
体爆料，称章子怡早在5月
份就已经怀有身孕，再加上
11月章子怡缺席自己监制
的电影《从天儿降》发布会，
被导演爆料已经怀孕，章子
怡何时生孩子成为大众关注
的热点话题。

目前看来，虽然坊间早有传
闻章子怡将在今年 12月份产
下儿子，但显然时机还没到。有
趣的是，针对此事件网友也有不
同的看法，其中不乏坚持相信章
子怡已经生产的网友，“章子怡
发的宠物狗合影，也有可能是之

前就拍好的照片啊，这个时候发
出来就是为了当烟幕弹用啊。”

不过，不管章子怡生没生孩
子，有一个点却已然成了现实，
那就是总上不了头条的汪峰，终
于借着老婆和孩子上了次头条。

杜青宝

“跑男”李晨
转型做导演
2015年因为大量精力投入在综艺

节目而影视剧作品不多的李晨，透露会
在 2016年将重点放到影视剧的创作
中，聊到新年计划，他说：“因为手受伤，
所有的工作都顺延到了明年一月份，接
下来我可能要运作一个电视剧的项目，
我打算做导演了。”据介绍，就在这几天，
这部电视剧就开始要建组了，“这部电视
剧是一个时装戏，带一点悬疑，主要还是
讲情感。和成长有关，和青春有关，和梦
想有关，和现实有关。”

至于新作的演员阵容，因为尚未开
机还存在一定变数，所以不便公开。被问
及是否会有冰冰加盟，李晨表示，“我这
次做导演的戏暂时没有邀请冰冰，她
2016年的档期非常满。”都说跑男喜事
多，李晨和冰冰2016年会有人生大计
吗？李晨坦白回应：“因为我要转型了嘛，
冰冰明年项目也挺多的，所以我们暂时
还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吴雅菁

导演来华搭档姚晨唐嫣
不拍《来自星星的你2》

近日，《来自星星的你2》将于12月底开播的消息在网
上传得沸沸扬扬，消息透露《星你2》将于12月播出，连剧情
都传得有鼻子有眼。不过导演张太维却表示自己从未接到过
要拍摄第二部的消息，他还透露到，他目前正在中国为自己
的首部华语片《合伙人》做后期工作，该片由姚晨、唐嫣、郝
蕾、郭富城、李晨领衔主演，预计在2016年五一档上映。

都敏俊千颂伊生外星宝宝？
导演澄清：《星你2》还没拍

去年，由全智贤、金秀贤主演的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红
遍整个亚洲，掀起了全民“炸鸡配啤酒”的高潮。而最近网络
盛传《星你2》将于12月底开播，并爆料在第二部中，故事将
发展到都敏俊跟千颂伊怀上外星宝宝，届时外星宝宝的能
力，会比老爸更厉害。

对此，有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来自星星的你》的导演
张太维，他首次公开澄清道：“对于《星你2》12月开播的消
息自己并不知情，并且到目前为止从未收到过关于《星你
2》开拍的消息。”

不拍《星你2》拍《合伙人》
张太维新戏搭档姚晨郭富城

导演还表示，自己最近正忙于新片《合伙人》的后期工
作，并不知道网络上关于《星你2》开播的传闻，“是电影宣
传方找到我询问，我才第一次知道这个传闻，觉得最好还是
跟网友说明一下，谢谢大家对《来自星星的你》的喜爱，不过
我的确没有收到要拍第二部的消息。”

张太维的新片《合伙人》与《来自星星的你》题材截然不
同，该片讲述了由姚晨、唐嫣、郝蕾饰演的三位女性在商学
院相遇最终成为创业合伙人的励志故事。此外，唐嫣、郝蕾、
郭富城、李晨、UNIQ组合成员王一博、金圣柱也加盟了该
片，预计将于2016年五一档全国上映。 时光网

网曝陈晓和
陈妍希已领证
男方经纪人否认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陈晓和陈妍希
已经在12月7日，于合肥老家领证结
婚。随后此消息被合肥当地网友证实：
“作为合肥人的老婆，为了表示信赖，结
婚时要去祭拜祖坟，是当地的传统，意在
告知祖先家里有新人进门。”对此陈晓的
经纪人进行了否认。

前不久，陈晓带着陈妍希回老家祭
祖被偷拍，这被网友猜测为二人已然领
证结婚。对此， 陈晓经纪人李女士在第
一时间否认，并表示：“之前就说过，如果
领证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而陈晓日前在出席活动时，被问及
何时举办婚礼？他首度透露是“明年”。

在金球奖提名，小李子就
遇到了史上最残酷影帝争夺

好不容易有希望拿个奥斯卡，结果……

第 73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在
美国时间 12月 10日凌晨公布了提名
名单。作为奥斯卡最重要的风向标之一，
本届金球奖将在当地时间2016年1月
10日颁奖。第88届奥斯卡奖则将在明
年1月14日公布提名，2月28日颁奖。

今年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凭《鸟
人》导演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
图的新作《荒野猎人》，气势汹汹闯入颁
奖季。虽然奥斯卡还没提名，但目前全世
界都在关注这位曾经四次与小金人失之
交臂的偶像实力派到底能不能拿下明年
的奥斯卡。那么，从目前金球奖及颁奖季
其他奖项的态势看，他到底有多少希望？
答案是：呵呵。

这是莱昂纳多第11次被提名金球
奖，其中包括7次剧情类影帝、1次音乐
喜剧类影帝以及2次最佳男配角，最终
他凭《飞行家》和《华尔街之狼》两次捧
杯。今年，小李子凭《荒野猎人》提名剧
情类影帝———这类别的影帝提名显然
对奥斯卡最有参考价值。不过，如果看
到同入围的竞争者是谁，大伙儿心里或
许就要为小李子捏把汗了———实在是
每一个都很强，每一个都很符合奥斯卡
评委的口味。显然，小李子就连最后拿
下金球奖影帝的可能性都很低，就更别
提奥斯卡了。

对手：布莱恩·科兰斯顿
作品：《特朗勃》

这是一部关于上世纪好莱坞著名编

剧达尔顿·特朗勃的传记片。这位编剧从
上世纪30年代进入好莱坞以来，奉献
过《罗马假日》、《出埃及记》、《斯巴达克
斯》等经典作品。但是，其职业生涯却相
当坎坷：他受过迫害，遭过解雇，还蹲了
大牢。特朗勃只能假借他人的名字进行
剧本创作，夺下奥斯卡最佳编剧两座小
金人的《罗马假日》与《勇敢的人》，剧本
署名都不是他……可以想象，这样一个
故事对于奥斯卡评委来说多么容易产生
共鸣。扮演特朗勃的是《绝命毒师》的“老
白”布莱恩·科兰斯顿，也是出了名的好
戏之人，去年他还刚刚凭《绝命毒师》拿
过金球奖剧情类剧集的最佳男主角。

对手：威尔·史密斯
作品：《脑震荡》

这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对中
国观众而言有点偏门，它的故事来源于
当年 Omalu博士与 JeanneMarie
Laskas博士共同发表的一篇文章。这两
位脑神经学病理专家披露了引发橄榄球
员相继自杀的真凶———脑部运动损伤
（CTE）。在美国，橄榄球可谓是家喻户
晓的运动，不少孩子都从小训练打橄榄
球。但是，因为球员们在赛场上需要承受
无数次的脑部直接撞击，他们产生CTE
的几率也是极高的，这个真相当年被披
露时曾经引发过全美轰动。威尔·史密斯
饰演其中一个神经病学专家。这类关注
现实社会的题材向来是北美颁奖季的偏
爱，很可惜，威尔·史密斯不是扮演某个

患上CTE的退役橄榄球运动员，要不
然，他的得奖几率会高得多。

对手：迈克尔·法斯宾德
作品：《史蒂夫·乔布斯》

这又是一部素来在颁奖台备受偏爱
的传记片。影片取材自沃特·艾萨克森撰
写的乔布斯生前唯一授权传记，由《社交
网络》的编剧阿伦·索尔金改编。北美影
评人将影片称为“后台三幕剧”，因为影
片场景基本在室内，全片总共7名主演
进行着无休无止的对话、争吵、嚎叫。想
想今年拿到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
的《鸟人》吧，这正是奥斯卡那盘菜！“法
鲨”的演技自然不用再说了，更何况他这
次连扮相和姿态都像极了乔布斯……不
过，“法鲨”本人在奥斯卡的运气并不怎
么样，至今他只提名过一次，去年《为奴
十二年》的最佳男配角。

对手：埃迪·雷德梅恩
作品：《丹麦女孩》

这位英国演员是好莱坞的宠儿，而
且他每次都很拼！前年小李子在《华尔街
之狼》里演吸毒大亨，满地打滚那场戏够
精彩了吧，结果去年“小雀斑”就演了《万
物理论》里说不了也动不了的斯蒂芬·霍
金！这次的《丹麦女孩》又是类似《万物理
论》传记故事：伊恩娜最初本是男儿身，
他的画家妻子格蕾塔·维金娜因为需要
一个女模特，便让自己的丈夫扮成女人，

最后伊恩娜索性在妻子的鼓动下，在
1931年通过手术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变
性人。变性人啊，小李子在《荒野猎人》里
面挨冻吃生肉什么的立刻就不够看了。
遇强则强，这绝对是要把小李子以及其
他所有人都踩在脚下的节奏啊！

金球分析
电影：《卡萝尔》领跑
今年的金球奖提名，电影部分领跑

的是5项提名的《卡萝尔》，加上在颁奖
季其他奖项中表现突出的《聚焦》，这两
部片中必定会跑出一部明年的奥斯卡最
佳影片。《卡萝尔》讲述的是上世纪50年
代纽约两名身处不同社会阶层的女人相
遇相知相爱的故事，奥斯卡对这类题材
向来偏爱。两位女主角凯特·布兰切特和
鲁妮·玛拉这次还双双提名剧情片女主
角，加上在《房间》中扮演被邻居囚禁7
年女子的布丽·拉尔森，三人组成今年金
球剧情类影后最有希望的“黑马小组”。

喜剧类最佳男女主角中同样有不
少星光，《大空头》克里斯蒂安·贝尔、
《丹尼·科林斯》阿尔·帕、《火星救援》马
特·达蒙、《乔伊的奋斗》詹妮弗·劳伦斯
都在此列。

电视：《冰血暴》突出
金球奖的电视类奖项永远都把收视

率看得跟剧集品质一样重要。因此，在今
年的提名名单中，《权力的游戏》、《美国
恐怖故事》、《路德》、《纸牌屋》、《唐顿庄

园》、《广告狂人》这类老牌剧照样有一席
之地。金球奖也不忘鼓励新作，开播时间
较短的《嘻哈帝国》和《冰血暴》同样表现
气势汹汹。其中，今年年初才开播的
FOX新剧《嘻哈帝国》虽然剧情狗血，但
却获得了首集6.1、终集6.9的惊人收视
率，因此在金球奖获得了剧情类最佳作
品和最佳女主角等重要奖项。今年走到
第二季的《冰血暴》则表现最为突出，同
时入围最佳迷你剧/电影剧集以及男女
主角提名。

值得一提的是，“表演界新人”Lady
Gaga也凭《美国恐怖故事》中的吸血鬼
妇人一角，入围了迷你剧最佳女主角，跟
《冰血暴》的克尔斯滕·邓斯特争夺金球
奖奖杯。

局势分析
演员工会提名，还给了激励奖

奥斯卡评委中充满了电影各大工
种的工会成员。因此，每年的工会奖都
对奥斯卡奖有着不小的风向标意义。之
前，美国演员工会奖公布了提名名单，
小李子赫然在列，其余还有“老白”“法
鲨”、“小雀斑”，以及《黑色弥撒》的约翰
尼·德普。

今年是美国演员工会基金会成立
30周年，该基金会还在公布提名名单的
同时给小李子颁发了一个“演员激励
奖”，以表彰他在演艺上的成就和在慈善
事业上作出的多年贡献。或许，也补偿他
过去八次提名演员工会奖但都空手而归

……因为演员工会的态度，外界都猜这
次奥斯卡小李子希望更大了。谁没在奥
斯卡有过点伤心往事呢，人家德普也得
过三次提名但没拿奖，怎么就不见演员
工会给他来点儿“激励”？

四个影评人奖，只拿到一个半
在北美颁奖季中，影评人协会奖也

很重要。如今这类奖项已经颁发了四个，
结果对小李子有些不利。纽约影评人协
会奖把影帝给了《聚焦》的迈克尔·基顿，
他今年曾凭《鸟人》提名奥斯卡影帝但没
得奖。《聚焦》是今年颁奖季的大热片，波
士顿影评人协会和洛杉矶影评人协会都
把最佳电影给了它，故事讲述的是波士
顿环球报的《聚焦》栏目调查小组如何揭
露神职人员进行儿童犯罪的故事。洛杉
矶影评人协会把影帝给了《乔布斯》的
“法鲨”。波士顿影评人协会奖把影帝给
了小李子，但却是一个含金量减半的“双
黄蛋”，另一名得奖者是《爱与慈悲》的保
罗·达诺。只有华盛顿影评人协会奖最有
诚意，把完整的影帝奖给了小李子。

此外，美国国家评论会奖把影帝给
了《火星救援》的马特·达蒙，不过这个奖
跟奥斯卡素来重合度不高，业界也基本
无人看好马特·达蒙凭这部较为商业的
科幻片拿下明年的奥斯卡。近年来越来
越受重视的哥谭独立电影奖则把影帝给
了《爱与慈悲》的保罗·达诺，而美国独立
精神奖的提名名单中，影帝同样没小李
子什么事儿。

李丽

章子怡亲自辟谣还没生子
汪峰借此上了头条

“儿砸（儿子）？只有这个。”
章子怡这条微博，戳中了不少网
友的“嗨点”。照片中，章子怡戴
着大帽子和墨镜，满面笑容地抱
着一只宠物狗，如果你不知道前
因后果，看上去还真没什么不
同。但“巧”就巧在，章子怡已在
美国为汪峰生下儿子的消息铺
天盖地在网络疯传，所以这条章
子怡用来辟谣的微博，成了网友
选择吐槽的阵地。

事情回到 12月 12日晚，
微博娱乐营销号爆料，章子怡在
美国诞下一名男婴，加之早前
“全民星探”拍到了汪峰赴美国
陪同章子怡逛街、待产的图片，
所以许多网友对营销号的爆料
深信不疑。随后，有媒体报道称，
虽未联系上章子怡和汪峰本人，
但从章子怡身边一位男性朋友
处得到消息，证实章子怡已经升
级成功。

不过没多久，剧情突然发生

反转，某知情人士表示章子怡虽
然临产期在即，但确实还没生
产。汪峰工作室也表示，“该消息
纯属假新闻。”

身在美国的章子怡肯定知
道网友已经在网上炸开了锅，所
以她在昨天发了微博，晒出和宠
物狗的合影，辟谣表示自己还没
生。但不想，已经“自嗨”了一晚
的网友根本不管这么多，反而针
对章子怡照片中的宠物狗开启
了吐槽模式。有不爽汪峰的网友
故意拿宠物狗说事，给章子怡留
言：“你家儿子好帅，真像汪峰。”
有人拿汪峰过往离婚的情史开
涮，叮嘱章子怡：“还是生个儿子
吧，不然又得离婚了。”还有人拿
宠物狗和汪峰作比较，并找出让
人啼笑皆非的共同点：“汪汪汪，
知道你家孩子他爹姓汪叫汪
峰。”更有人脑洞大开开始预测
章子怡肚内婴儿的性别：“犬子
等于男孩吗？”

自从章子怡和汪峰传出
恋爱绯闻，许多网友就表示
宁愿自毁双目，也不愿“国际
章”如此接地气地选择“皮裤
汪”。虽然外界一直不看好二
人感情，但章子怡和汪峰却
爱得你侬我侬，更在今年2
月章子怡的生日派对上，汪
峰求婚成功。随后有香港媒
体爆料，称章子怡早在5月
份就已经怀有身孕，再加上
11月章子怡缺席自己监制
的电影《从天儿降》发布会，
被导演爆料已经怀孕，章子
怡何时生孩子成为大众关注
的热点话题。

目前看来，虽然坊间早有传
闻章子怡将在今年 12月份产
下儿子，但显然时机还没到。有
趣的是，针对此事件网友也有不
同的看法，其中不乏坚持相信章
子怡已经生产的网友，“章子怡
发的宠物狗合影，也有可能是之

前就拍好的照片啊，这个时候发
出来就是为了当烟幕弹用啊。”

不过，不管章子怡生没生孩
子，有一个点却已然成了现实，
那就是总上不了头条的汪峰，终
于借着老婆和孩子上了次头条。

杜青宝

“跑男”李晨
转型做导演
2015年因为大量精力投入在综艺

节目而影视剧作品不多的李晨，透露会
在 2016年将重点放到影视剧的创作
中，聊到新年计划，他说：“因为手受伤，
所有的工作都顺延到了明年一月份，接
下来我可能要运作一个电视剧的项目，
我打算做导演了。”据介绍，就在这几天，
这部电视剧就开始要建组了，“这部电视
剧是一个时装戏，带一点悬疑，主要还是
讲情感。和成长有关，和青春有关，和梦
想有关，和现实有关。”

至于新作的演员阵容，因为尚未开
机还存在一定变数，所以不便公开。被问
及是否会有冰冰加盟，李晨表示，“我这
次做导演的戏暂时没有邀请冰冰，她
2016年的档期非常满。”都说跑男喜事
多，李晨和冰冰2016年会有人生大计
吗？李晨坦白回应：“因为我要转型了嘛，
冰冰明年项目也挺多的，所以我们暂时
还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吴雅菁

导演来华搭档姚晨唐嫣
不拍《来自星星的你2》

近日，《来自星星的你2》将于12月底开播的消息在网
上传得沸沸扬扬，消息透露《星你2》将于12月播出，连剧情
都传得有鼻子有眼。不过导演张太维却表示自己从未接到过
要拍摄第二部的消息，他还透露到，他目前正在中国为自己
的首部华语片《合伙人》做后期工作，该片由姚晨、唐嫣、郝
蕾、郭富城、李晨领衔主演，预计在2016年五一档上映。

都敏俊千颂伊生外星宝宝？
导演澄清：《星你2》还没拍

去年，由全智贤、金秀贤主演的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红
遍整个亚洲，掀起了全民“炸鸡配啤酒”的高潮。而最近网络
盛传《星你2》将于12月底开播，并爆料在第二部中，故事将
发展到都敏俊跟千颂伊怀上外星宝宝，届时外星宝宝的能
力，会比老爸更厉害。

对此，有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来自星星的你》的导演
张太维，他首次公开澄清道：“对于《星你2》12月开播的消
息自己并不知情，并且到目前为止从未收到过关于《星你
2》开拍的消息。”

不拍《星你2》拍《合伙人》
张太维新戏搭档姚晨郭富城

导演还表示，自己最近正忙于新片《合伙人》的后期工
作，并不知道网络上关于《星你2》开播的传闻，“是电影宣
传方找到我询问，我才第一次知道这个传闻，觉得最好还是
跟网友说明一下，谢谢大家对《来自星星的你》的喜爱，不过
我的确没有收到要拍第二部的消息。”

张太维的新片《合伙人》与《来自星星的你》题材截然不
同，该片讲述了由姚晨、唐嫣、郝蕾饰演的三位女性在商学
院相遇最终成为创业合伙人的励志故事。此外，唐嫣、郝蕾、
郭富城、李晨、UNIQ组合成员王一博、金圣柱也加盟了该
片，预计将于2016年五一档全国上映。 时光网

网曝陈晓和
陈妍希已领证
男方经纪人否认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陈晓和陈妍希
已经在12月7日，于合肥老家领证结
婚。随后此消息被合肥当地网友证实：
“作为合肥人的老婆，为了表示信赖，结
婚时要去祭拜祖坟，是当地的传统，意在
告知祖先家里有新人进门。”对此陈晓的
经纪人进行了否认。

前不久，陈晓带着陈妍希回老家祭
祖被偷拍，这被网友猜测为二人已然领
证结婚。对此， 陈晓经纪人李女士在第
一时间否认，并表示：“之前就说过，如果
领证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而陈晓日前在出席活动时，被问及
何时举办婚礼？他首度透露是“明年”。

在金球奖提名，小李子就
遇到了史上最残酷影帝争夺

好不容易有希望拿个奥斯卡，结果……

第 73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在
美国时间 12月 10日凌晨公布了提名
名单。作为奥斯卡最重要的风向标之一，
本届金球奖将在当地时间2016年1月
10日颁奖。第88届奥斯卡奖则将在明
年1月14日公布提名，2月28日颁奖。

今年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凭《鸟
人》导演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
图的新作《荒野猎人》，气势汹汹闯入颁
奖季。虽然奥斯卡还没提名，但目前全世
界都在关注这位曾经四次与小金人失之
交臂的偶像实力派到底能不能拿下明年
的奥斯卡。那么，从目前金球奖及颁奖季
其他奖项的态势看，他到底有多少希望？
答案是：呵呵。

这是莱昂纳多第11次被提名金球
奖，其中包括7次剧情类影帝、1次音乐
喜剧类影帝以及2次最佳男配角，最终
他凭《飞行家》和《华尔街之狼》两次捧
杯。今年，小李子凭《荒野猎人》提名剧
情类影帝———这类别的影帝提名显然
对奥斯卡最有参考价值。不过，如果看
到同入围的竞争者是谁，大伙儿心里或
许就要为小李子捏把汗了———实在是
每一个都很强，每一个都很符合奥斯卡
评委的口味。显然，小李子就连最后拿
下金球奖影帝的可能性都很低，就更别
提奥斯卡了。

对手：布莱恩·科兰斯顿
作品：《特朗勃》

这是一部关于上世纪好莱坞著名编

剧达尔顿·特朗勃的传记片。这位编剧从
上世纪30年代进入好莱坞以来，奉献
过《罗马假日》、《出埃及记》、《斯巴达克
斯》等经典作品。但是，其职业生涯却相
当坎坷：他受过迫害，遭过解雇，还蹲了
大牢。特朗勃只能假借他人的名字进行
剧本创作，夺下奥斯卡最佳编剧两座小
金人的《罗马假日》与《勇敢的人》，剧本
署名都不是他……可以想象，这样一个
故事对于奥斯卡评委来说多么容易产生
共鸣。扮演特朗勃的是《绝命毒师》的“老
白”布莱恩·科兰斯顿，也是出了名的好
戏之人，去年他还刚刚凭《绝命毒师》拿
过金球奖剧情类剧集的最佳男主角。

对手：威尔·史密斯
作品：《脑震荡》

这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对中
国观众而言有点偏门，它的故事来源于
当年 Omalu博士与 JeanneMarie
Laskas博士共同发表的一篇文章。这两
位脑神经学病理专家披露了引发橄榄球
员相继自杀的真凶———脑部运动损伤
（CTE）。在美国，橄榄球可谓是家喻户
晓的运动，不少孩子都从小训练打橄榄
球。但是，因为球员们在赛场上需要承受
无数次的脑部直接撞击，他们产生CTE
的几率也是极高的，这个真相当年被披
露时曾经引发过全美轰动。威尔·史密斯
饰演其中一个神经病学专家。这类关注
现实社会的题材向来是北美颁奖季的偏
爱，很可惜，威尔·史密斯不是扮演某个

患上CTE的退役橄榄球运动员，要不
然，他的得奖几率会高得多。

对手：迈克尔·法斯宾德
作品：《史蒂夫·乔布斯》

这又是一部素来在颁奖台备受偏爱
的传记片。影片取材自沃特·艾萨克森撰
写的乔布斯生前唯一授权传记，由《社交
网络》的编剧阿伦·索尔金改编。北美影
评人将影片称为“后台三幕剧”，因为影
片场景基本在室内，全片总共7名主演
进行着无休无止的对话、争吵、嚎叫。想
想今年拿到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
的《鸟人》吧，这正是奥斯卡那盘菜！“法
鲨”的演技自然不用再说了，更何况他这
次连扮相和姿态都像极了乔布斯……不
过，“法鲨”本人在奥斯卡的运气并不怎
么样，至今他只提名过一次，去年《为奴
十二年》的最佳男配角。

对手：埃迪·雷德梅恩
作品：《丹麦女孩》

这位英国演员是好莱坞的宠儿，而
且他每次都很拼！前年小李子在《华尔街
之狼》里演吸毒大亨，满地打滚那场戏够
精彩了吧，结果去年“小雀斑”就演了《万
物理论》里说不了也动不了的斯蒂芬·霍
金！这次的《丹麦女孩》又是类似《万物理
论》传记故事：伊恩娜最初本是男儿身，
他的画家妻子格蕾塔·维金娜因为需要
一个女模特，便让自己的丈夫扮成女人，

最后伊恩娜索性在妻子的鼓动下，在
1931年通过手术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变
性人。变性人啊，小李子在《荒野猎人》里
面挨冻吃生肉什么的立刻就不够看了。
遇强则强，这绝对是要把小李子以及其
他所有人都踩在脚下的节奏啊！

金球分析
电影：《卡萝尔》领跑
今年的金球奖提名，电影部分领跑

的是5项提名的《卡萝尔》，加上在颁奖
季其他奖项中表现突出的《聚焦》，这两
部片中必定会跑出一部明年的奥斯卡最
佳影片。《卡萝尔》讲述的是上世纪50年
代纽约两名身处不同社会阶层的女人相
遇相知相爱的故事，奥斯卡对这类题材
向来偏爱。两位女主角凯特·布兰切特和
鲁妮·玛拉这次还双双提名剧情片女主
角，加上在《房间》中扮演被邻居囚禁7
年女子的布丽·拉尔森，三人组成今年金
球剧情类影后最有希望的“黑马小组”。

喜剧类最佳男女主角中同样有不
少星光，《大空头》克里斯蒂安·贝尔、
《丹尼·科林斯》阿尔·帕、《火星救援》马
特·达蒙、《乔伊的奋斗》詹妮弗·劳伦斯
都在此列。

电视：《冰血暴》突出
金球奖的电视类奖项永远都把收视

率看得跟剧集品质一样重要。因此，在今
年的提名名单中，《权力的游戏》、《美国
恐怖故事》、《路德》、《纸牌屋》、《唐顿庄

园》、《广告狂人》这类老牌剧照样有一席
之地。金球奖也不忘鼓励新作，开播时间
较短的《嘻哈帝国》和《冰血暴》同样表现
气势汹汹。其中，今年年初才开播的
FOX新剧《嘻哈帝国》虽然剧情狗血，但
却获得了首集6.1、终集6.9的惊人收视
率，因此在金球奖获得了剧情类最佳作
品和最佳女主角等重要奖项。今年走到
第二季的《冰血暴》则表现最为突出，同
时入围最佳迷你剧/电影剧集以及男女
主角提名。

值得一提的是，“表演界新人”Lady
Gaga也凭《美国恐怖故事》中的吸血鬼
妇人一角，入围了迷你剧最佳女主角，跟
《冰血暴》的克尔斯滕·邓斯特争夺金球
奖奖杯。

局势分析
演员工会提名，还给了激励奖

奥斯卡评委中充满了电影各大工
种的工会成员。因此，每年的工会奖都
对奥斯卡奖有着不小的风向标意义。之
前，美国演员工会奖公布了提名名单，
小李子赫然在列，其余还有“老白”“法
鲨”、“小雀斑”，以及《黑色弥撒》的约翰
尼·德普。

今年是美国演员工会基金会成立
30周年，该基金会还在公布提名名单的
同时给小李子颁发了一个“演员激励
奖”，以表彰他在演艺上的成就和在慈善
事业上作出的多年贡献。或许，也补偿他
过去八次提名演员工会奖但都空手而归

……因为演员工会的态度，外界都猜这
次奥斯卡小李子希望更大了。谁没在奥
斯卡有过点伤心往事呢，人家德普也得
过三次提名但没拿奖，怎么就不见演员
工会给他来点儿“激励”？

四个影评人奖，只拿到一个半
在北美颁奖季中，影评人协会奖也

很重要。如今这类奖项已经颁发了四个，
结果对小李子有些不利。纽约影评人协
会奖把影帝给了《聚焦》的迈克尔·基顿，
他今年曾凭《鸟人》提名奥斯卡影帝但没
得奖。《聚焦》是今年颁奖季的大热片，波
士顿影评人协会和洛杉矶影评人协会都
把最佳电影给了它，故事讲述的是波士
顿环球报的《聚焦》栏目调查小组如何揭
露神职人员进行儿童犯罪的故事。洛杉
矶影评人协会把影帝给了《乔布斯》的
“法鲨”。波士顿影评人协会奖把影帝给
了小李子，但却是一个含金量减半的“双
黄蛋”，另一名得奖者是《爱与慈悲》的保
罗·达诺。只有华盛顿影评人协会奖最有
诚意，把完整的影帝奖给了小李子。

此外，美国国家评论会奖把影帝给
了《火星救援》的马特·达蒙，不过这个奖
跟奥斯卡素来重合度不高，业界也基本
无人看好马特·达蒙凭这部较为商业的
科幻片拿下明年的奥斯卡。近年来越来
越受重视的哥谭独立电影奖则把影帝给
了《爱与慈悲》的保罗·达诺，而美国独立
精神奖的提名名单中，影帝同样没小李
子什么事儿。

李丽

章子怡亲自辟谣还没生子
汪峰借此上了头条

“儿砸（儿子）？只有这个。”
章子怡这条微博，戳中了不少网
友的“嗨点”。照片中，章子怡戴
着大帽子和墨镜，满面笑容地抱
着一只宠物狗，如果你不知道前
因后果，看上去还真没什么不
同。但“巧”就巧在，章子怡已在
美国为汪峰生下儿子的消息铺
天盖地在网络疯传，所以这条章
子怡用来辟谣的微博，成了网友
选择吐槽的阵地。

事情回到 12月 12日晚，
微博娱乐营销号爆料，章子怡在
美国诞下一名男婴，加之早前
“全民星探”拍到了汪峰赴美国
陪同章子怡逛街、待产的图片，
所以许多网友对营销号的爆料
深信不疑。随后，有媒体报道称，
虽未联系上章子怡和汪峰本人，
但从章子怡身边一位男性朋友
处得到消息，证实章子怡已经升
级成功。

不过没多久，剧情突然发生

反转，某知情人士表示章子怡虽
然临产期在即，但确实还没生
产。汪峰工作室也表示，“该消息
纯属假新闻。”

身在美国的章子怡肯定知
道网友已经在网上炸开了锅，所
以她在昨天发了微博，晒出和宠
物狗的合影，辟谣表示自己还没
生。但不想，已经“自嗨”了一晚
的网友根本不管这么多，反而针
对章子怡照片中的宠物狗开启
了吐槽模式。有不爽汪峰的网友
故意拿宠物狗说事，给章子怡留
言：“你家儿子好帅，真像汪峰。”
有人拿汪峰过往离婚的情史开
涮，叮嘱章子怡：“还是生个儿子
吧，不然又得离婚了。”还有人拿
宠物狗和汪峰作比较，并找出让
人啼笑皆非的共同点：“汪汪汪，
知道你家孩子他爹姓汪叫汪
峰。”更有人脑洞大开开始预测
章子怡肚内婴儿的性别：“犬子
等于男孩吗？”

自从章子怡和汪峰传出
恋爱绯闻，许多网友就表示
宁愿自毁双目，也不愿“国际
章”如此接地气地选择“皮裤
汪”。虽然外界一直不看好二
人感情，但章子怡和汪峰却
爱得你侬我侬，更在今年2
月章子怡的生日派对上，汪
峰求婚成功。随后有香港媒
体爆料，称章子怡早在5月
份就已经怀有身孕，再加上
11月章子怡缺席自己监制
的电影《从天儿降》发布会，
被导演爆料已经怀孕，章子
怡何时生孩子成为大众关注
的热点话题。

目前看来，虽然坊间早有传
闻章子怡将在今年 12月份产
下儿子，但显然时机还没到。有
趣的是，针对此事件网友也有不
同的看法，其中不乏坚持相信章
子怡已经生产的网友，“章子怡
发的宠物狗合影，也有可能是之

前就拍好的照片啊，这个时候发
出来就是为了当烟幕弹用啊。”

不过，不管章子怡生没生孩
子，有一个点却已然成了现实，
那就是总上不了头条的汪峰，终
于借着老婆和孩子上了次头条。

杜青宝

“跑男”李晨
转型做导演
2015年因为大量精力投入在综艺

节目而影视剧作品不多的李晨，透露会
在 2016年将重点放到影视剧的创作
中，聊到新年计划，他说：“因为手受伤，
所有的工作都顺延到了明年一月份，接
下来我可能要运作一个电视剧的项目，
我打算做导演了。”据介绍，就在这几天，
这部电视剧就开始要建组了，“这部电视
剧是一个时装戏，带一点悬疑，主要还是
讲情感。和成长有关，和青春有关，和梦
想有关，和现实有关。”

至于新作的演员阵容，因为尚未开
机还存在一定变数，所以不便公开。被问
及是否会有冰冰加盟，李晨表示，“我这
次做导演的戏暂时没有邀请冰冰，她
2016年的档期非常满。”都说跑男喜事
多，李晨和冰冰2016年会有人生大计
吗？李晨坦白回应：“因为我要转型了嘛，
冰冰明年项目也挺多的，所以我们暂时
还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吴雅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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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神”周润发“赌侠”刘德华
26年后正式重聚

1989年，周润发、刘德华在
电影《赌神》中饰演的“赌神赌
侠”深入人心，但这对组合在该
系列电影中却再未合作；26年
后，经过《澳门风云2》的彩蛋预
热，“赌神”“赌侠”将在电影《澳
门风云3》正式重聚。

导演刘伟强 14日在京宣

布，冒险喜剧电影《澳门风云3》
定档明年 2月 8日正月初一，
由王晶编剧，周润发、刘德华、张
家辉、李宇春、张学友、刘嘉玲、
向华强等联袂主演。

据介绍，影片故事延续《澳
门风云 2》，莫愁（刘嘉玲饰）跳
飞机“自杀”后，对她痴情一片的

军火商易天行（张学友饰）发誓
要为她报仇，于是布局追杀石一
坚（周润发饰），赌神之妹高菲
（李宇春饰）与赌神两位徒弟刀
仔（刘德华饰）、小马（张家辉饰）
携手石一坚联手抗敌……

在今年初上映、周润发领衔
主演的《澳门风云2》中，刘德华

在结尾客串演出，成为影片的一
个“彩蛋”。

周润发笑言，自己仍未演够
“赌神”一角，而《澳门风云3》也
是一次开心的拍摄经历：“能跟
这些老友一起合作，我觉得自己
不是在演戏，而是在享受。”

刘德华也表示对相隔多年
的“师徒团圆”感到十分兴奋：
“想到又可以跟‘赌神’一起演
戏，让我在这部戏里做什么都可
以。甚至希望能慢点拍完，因为
真不知道下次合作是什么时候，
不舍得杀青。” 白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