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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十年前!香港首部航空题

材剧集"冲上云霄#播出!让众多年轻人对飞机

师这一职位神往$十年后!%冲上云霄
)

&以小

清新风格回归! 成为这个暑期档最热门的港

剧' 剧中!张智霖饰演的飞机师
4--&

魔!从一

众角色中突围而出!成为新一代(男神)'不过!

并没有接受过开飞机培训的张智霖!自爆在剧

中做*男神)并不享受!因为在拍戏的时候他的

身边要坐着一个真的飞机师开飞机炫技+ *一

会儿爬升一会儿下降!搞得我头晕想吐!但是

镜头对着我! 我还要表现出很镇定很酷的样

子!所以,男神-真的不是那么好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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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冲上云霄" 第一部里并没有你#是

什么机缘让你加入了第二部$

张智霖!当初!

567

的梁家树.香港无线

戏剧制作部助理总监/找到我!我们在
/882

年

时合作过%天地男儿&!我很感谢当年他给我机

会参演那部剧!才有了我后来的发展+ 这次他

找我时! 我把原本到内地拍戏的工作都推掉

了!也是为了感激他+

记者! 据说
4--&

魔这个角色你也参与了

创作$

张智霖!对+ 梁家树找我时也没问我想演

什么!什么角色什么性格都没有!这就让我有

了一点创作机会+ 吴镇宇演的
9:.

哥沉稳0专

情0安静!我就想和他有个对比!张扬0高调0风

流!所以最终有了花心的
4:;<:=> 4--&

!我想

这样出来的戏剧效果会不错'

记者!!冲上云霄
?

"大获成功#你也同时

获得了%男神&的称号#当初有没有想到$

张智霖!完全没想到!真是大家夸奖了1因

为我在大家的印象里一直是正直0善良的好好

先生!突然花心起来大家就会想*为什么是这

样子2)可能冲击太大了.笑/1现在的成绩也是

对我是种鼓舞+

记者!生活中你是%好好先生&吗$

张智霖!我是啊.笑/1有了孩子以后!我更

愿意把时间留给家庭!陪他成长+ 他的纯真也

带给我很多启发3 很多事情不需要太做作!自

然就好+ 我是个很会分析事情化解困难的人!

我不喜欢埋怨!很正能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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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大家都说剧里你抢了吴镇宇的风

头'

张智霖! 和吴镇宇演对手戏是蛮享受的+

他有自己的风格!能把之前的感觉延续!不简

单!我很佩服他+ 所以我在演的时候就提醒自

己不要松懈!要专注对手!不要轻率地去演+这

就好比打球!你来我往才好看+

记者!拍摄过程中你们相互之间给对方提

意见吗$

张智霖!他给我提意见!但我可不敢给他

提 .笑/+ 他会告诉我
4:;<:=> 4--&

是个万人

迷!在与女生交流时不需要太主动!反而她们

会过来逗你开心+ 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后来

演戏时就很注意和女演员互动的分寸+之后我

烫了卷发 ! 胡杏儿就说这样更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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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这个角色是集体创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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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在!冲上云霄
?

"中艳福不浅#袁

咏仪会吃醋吗$

张智霖!当然不会!她只觉得赏心悦目1

记者!她主演的!龙门镖局"正在热播#你

看了吗$

张智霖!我在追看+ 当初听她说要演一个

很有舞台感的戏!我就很支持她!她的根底很

扎实!而且幽默感很强+

记者!剧中的段子你都能看懂吗$

张智霖!没问题啊1我是个很爱说笑的人!

也上微博!也看网友留言!像*花痴)什么的词

都是在网上学到的+

记者!你觉得靓靓
@

袁咏仪
A

演得怎么样$

张智霖!她演得很好!不需要我提什么意

见+我从来不觉得演员有演得不好的!只是有

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而已+ 我们都知道张曼玉

很出色!看她早年的电影你会说她演得不好

吗2 她的潜质在那儿!但经过时间的洗礼!一

切又不一样了+ 她是演艺界的光荣!我很喜

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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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 由恒大音乐主办

的*恒大星光音乐狂欢节)新闻发布会在北京

盛大举办!恒大音乐董事长宋柯!中国*摇滚

教父)崔健0恒大音乐旗下艺人代表金志文0

周子琰0孙伯纶0阿普萨萨及赞助商代表到场

助阵!活动宣布狂欢节将在今年全国
0B

座城

市巡演!

8

月巡演第一站+

当天! 作为恒大音乐全力打造系列演唱

会0音乐会0音乐节的专业音乐演出品牌455

*恒大星光)!特别展示了此次巡演的*全国)0

*巨浪)0*原创)0*音乐)0*狂欢)的五大特色!

其 *用一张电影票的价钱来享受一场音乐狂

欢) 的票价概念在国内演出市场上更是绝无

仅有'

在当天发布会上! 恒大音乐旗下众艺人

代表公司作为音乐节重要演出阵容正式亮

相 !包括
)BC?

%中国好声音 &年度四强金志

文0*自习室女生)周子琰0实力唱将孙伯纶0

%直通春晚&三强阿普萨萨'

宋柯则透露还有更多大牌演出阵容将在

之后公布! 目前已有很多艺人向恒大音乐表

达了加盟意愿'发布会上!崔健的出席并压轴

亮相瞬间点燃现场气氛! 并同时宣布加盟此

次的恒大星光音乐狂欢节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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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1

月
C0

日! 农历七夕情

人节! 台湾艺人吴建豪通过唱片公司对外发

布声明! 表示已在
8

日和女友
3D=EE:

提出结

婚申请'他也在微博上晒出与女友的照片!宣

布结婚的好消息' 据悉!

3D=EE:@

艺名姚之宁!

本名石贞善
F

是新加坡豪门千金! 是标准的

*白富美)'吴建豪新专辑中有首%小婚礼&!正

是为女友所创作'

今年
*

月吴建豪在新专辑发布会上!就

曾透露%小婚礼&是写给女友
3D=EE:

!他还曾表

示!对于婚礼的期待是3*像%小婚礼&歌词一

样!要亲密跟开心' )但他不认为写歌是对女

友做过的最浪漫的事!*做给大家看的比较不

算!最浪漫的事是私人时刻' )

据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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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新加坡!曾在台湾发展!

和李威拍过偶像剧!但星路并不顺遂'再次登

上媒体版面!就是和吴建豪传出绯闻!两人曾

在
?BB*

年短暂交往后因女方赴美求学分手!

?BCB

年恋情再浮上台面!吴建豪也大方坦承

两人正在交往!至今已传过多次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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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由鞠觉亮执导! 钟汉良0

张晓龙0刘筱筱0吴刚0吴孟达等实力偶像明

星联袂主演的电视剧%十月围城&目前正在进

行紧张的后期制作'

近日!剧方又借势对外公布!该剧宣传曲

%月在天心处&将由去年*好声音)歌手吉克隽

逸演唱!该支歌曲由著名词人姚谦作词!碧昂

斯制作人
GHIJ3KK

编曲'

电视剧%十月围城&以*革命)0*热血)0

*励志)为主题!是近几年少有的描述辛亥革

命题材的大制作! 视角从一个小人物作为主

线展开!讲述一个笑中有泪0泪中有笑的励志

传奇'据了解!早在今年
0

月!电视剧%十月围

城&制片方就开始了宣传曲的筹备事宜!并着

手物色最适合的歌手来演唱'鉴于%中国好声

音&的火爆!%十月围城&制片方当时就看好吉

克隽逸并与其确定合作关系'

据%十月围城&官方介绍!这首歌曲名为

%月到天心处&! 出自宋朝理学家邵雍的 %清

夜吟&555*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 )由著

名音乐人姚谦作词 ! 美国碧昂斯制作人

GHIJ3KK

编曲' 同时!据了解!该歌曲是吉

克隽逸在唱法和风格上颇具颠覆性的一首作

品!也是其第一次演唱中国风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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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1

月
C0

日! 曾患白血病

的*年画娃娃)邓鸣贺康复出院'据医生介绍!

邓鸣贺所患的急性髓细胞白血病治愈率仅为

2

成!在未来
0

年内!他将定期去医院做复查!

如果一直没有复发!才算彻底痊愈'此前!曾有

媒体质疑邓鸣贺患病是因为带病参加春晚'邓

爷爷在接受网络媒体采访时予以否认!他说邓

鸣贺免疫力下降是由普通感冒引起!非过度劳

累导致'据报道!邓鸣贺出院后!将上二年级!

先补习文化课!不参加商业演出' "新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