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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打星打到58岁不停歇
《 十二生肖》中，成龙饰演的

国际侠盗jc亲率各怀绝技的国际
侠客集团横跨全球夺宝，远赴巴
黎涉险，挺进拉脱维亚，深入南太
平洋，搏命瓦努阿图，甚至从半空
中解开保护伞跳下正在喷发岩浆
的活火山，陆海空三站玩转极限
动作。

长期处于保险公司拒保黑名
单的成龙在《 十二生肖》中，穿越
画框时摔倒，腰骨磕到画框边，一
度躺在地上不能动。3分钟后，成
龙爬起来躲进角落，拉开衣服，里
面都是血。提起那次受伤，成龙
说：“ 躺在地上的时候我就想，不
会再也站不起来吧。”

成龙坦言，其实他很羡慕李
小龙和詹姆斯·迪恩，在拍戏的时
候突然暴毙，就成了传奇。“ 我常
常在想，什么时候退休最好，不想
以后观众看到我，哇，这么大年纪
还要打，真可怜，还会把我以前厉
害的时候都忘了。”

成龙甚至主动提及遗嘱也早
已立好，“ 我不迷信的，如果这部
戏，刚刚杀青的时候，正好刚刚暴
毙，最好。就像张国荣开演唱会，

放下话筒，转身离去，多感人！”
他自豪地表示，自己虽然已

经58岁，但还能在《 十二生肖》里
“ 夹头360度翻转”，“ 我这个年龄

还能做，非常厉害了，看看史泰龙
他们，只能用机关枪扫，那多简
单。” 爬迪拜塔的汤姆·克鲁斯在
成龙眼里也不过尔尔。

夫人林凤娇32年后首度出镜
《 十二生肖》的看点除了成

龙搏命，还有不少“ 彩蛋”。李宗
盛、吴彦祖、舒淇客串，姜文旁白，
最惊喜的还要属成龙的老婆林凤
娇，在电影里也饰演侠盗jc一直苦
口婆心讨好的老婆。不过，直到片
尾字幕上完，也看不到林凤娇的
名字。

“ 我说不放。我不需要用这点
来吸引观众。”成龙表示，自己请
林凤娇出山不是为了噱头，只是
没有人比她更适合这个角色，“ 巩
俐、张曼玉、章子怡，我考虑过。”
成龙还笑言，除非是邓丽君，没有
人比林凤娇出现更有戏剧效果。

但每次成龙向林凤娇提起客
串的事情，都会被她以“ 神经病”
回绝，令成龙十分无奈。“ 她已经
32年没有出来了，我花了整整一

年时间才说服她。” 成龙透露，最
后还是自己“ 骗来”了林凤娇。当
时，成龙把整个布景搬回香港，邀
请林凤娇来试戏：“ 没事，就是试
试，0.5秒”，一转身，成龙已经实
拍完毕，并告诉老婆，“ 好了，你可
以走了。”

其实除了不愿意在镜头前露
面，林凤娇对成龙可谓是事无巨
细，照顾得面面俱到，连成龙都忍
不住说：“ 她是’这么好’，不是’
好’，是’这么好’！好到我都说想
不出理由和她离婚。我以前真的
是想尽办法和她离婚。” 成龙表
示，自己是个很大男子主义的人，
林凤娇的生日他从来不记。

不但不记生日，什么父亲节、
情人节，成龙也非常反感，有一次
房祖名从国外打电话祝成龙父亲
节快乐，被他臭骂一顿。“ 我告诉
他，以后父亲节不要打给我，生日
不要打给我，平时打给我！以后我
也不要他拜祭，要孝顺在生前孝
顺。”

至于以后会不会和林凤娇、
房祖名一起拍一部电影，成龙连
忙摇头，“ 我和林凤娇手牵手谈谈
恋爱，另一边，房祖名在喊我‘ 爸
爸爸爸！’这种片子，谁要看啊！”

本报讯 记者 闵慧 前日微博上
闹了一场“ 笑话”，微博实名认证为

“ 中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的用户王利群用“ 据说” 一词爆料

“ 嫣然天使基金会”是王菲家的私人
小金库，而且“ 内幕相当黑暗”。

面对这迎面泼来的一盆“ 脏
水”，天后王菲机智回应“ 你这样说
会出名哦”，但王利群还是不依不
饶，质问天后敢不敢公开每年嫣然慈
善基金的款项。天后依旧淡定，“ 一
直公开，去查，另外只能帮你到这
了。”

在王利群发此微博不久，“ 据
说”一词便迅速走红，而王利群也颇
受关注，引来明星们和众网友的围
攻。就在批完“ 天使嫣然基金”之后，
王利群又转发另一基金消息，这时人
们才恍然大悟，“ 原来搞了半天是为
了给别的基金打广告！”整个事情清
楚之后，记者不禁要问，这种借污蔑
名人来炒作或者打广告的恶劣行径，
难道就不怕受到法律的制裁？

对此上海诚达马胜浩律师告诉

记者，王利群这种行为有自我炒作的
嫌疑，“ 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用‘ 据
说’一词来掩饰，揭露他人的隐私。
如果揭露的事情根本不存在，那就构
成侵权，是诽谤，是混淆公众的视听，
而王利群的污蔑，已经侵犯了王菲的
名誉权。”

既然侵害了公民的名誉权，那就
应当负法律责任，但马胜浩却表示，
如果王菲本人不追究王利群的侵权
行为，那王利群就自然而然地逍遥法
外了。“ 这种事情需要当事人也就是
王菲自己去报案，去起诉造谣者，当
然王菲也有不起诉的权利，毕竟对于
名人来说起诉的成本太高也太复杂，
所以我们看到对于这事王菲一笑就
过了。”

但像这种不负任何法律责任的
造谣，如果人人来效仿，那对名人来
说岂不是很不公平？对此，业内人士
表示，现在是微博的时代，个人自我
炒作防不胜防，法律也没明文规定借
名人炒作就是违法，这可能就是个人
道德层面的事情了。

《 血滴子》要做
贺岁档“ 切糕”

本报讯 记者 杨欣薇 由陈
可辛监制、刘伟强导演，集结了黄
晓明、阮经天、李宇春、余文乐、井
柏然、蒲巴甲等人的3D青春电影

《 血滴子》，即将于12月20日“ 末
日档”揭开神秘面纱，“ 加起来不
足100岁”的“ 血滴子天团”也被
寄予了贺岁档“ 换血”的希望。

昨日，刘伟强携余文乐出席
《 血滴子》插曲《 友情岁月》MV首

播发布会，令人惊喜的是，一盘
“ 切糕”被端上了台，寓意《 血滴

子》是贺岁档的切糕，一定会大卖。

成龙不想被可怜
《 十二生肖》谢幕打

将于12月20日全国上映的电影《 十二生肖》昨日在北京举行首映礼，成龙率“ jc国际侠盗集团”
姚星彤、张蓝心、白露娜、廖凡、刘承俊出席。谈到那么多年搏命演出的艰辛，称这将是自己最后一部

“ 这么大动作”电影的成龙强调，“ 不想被观众可怜这么大年纪还要出来打，如果像李小龙、詹姆斯·迪
恩那样突然死掉，就能成为传奇。” 记者 杨欣薇

王菲幽默回应抹黑
造谣者为何能逍遥法外？

本报讯 记者 林艳雯 由张卫健
出演混世魔王程咬金的电视剧《 隋
唐英雄》正在荧屏热播，张卫健扮演
的程咬金受到不少争议，有观众认为
这个人物很雷人，但也有评价认为其
是荧屏上最帅的程咬金。对此，张卫
健接受采访时表示，不怕被说雷人，
因为自己在戏里戏外都付出了很多
心血，更承认自己在戏里戏外都是

“ 妻管严”，生活中以逗老婆开心为
己任。

由张卫健、赵文瑄、陈冲、刘晓庆
等十余位明星主演的古装大戏《 隋
唐英雄》，日前在湖南卫视播出以来
连连拿下全国收视第一的好成绩，尽
管遭众多网友吐槽剧中内容雷人，不
符合历史，但收视率一直遥遥领先。
此外，剧中扮演混世魔王程咬金一角

的张卫健成为一大亮点，被不少观众
称为“ 史上最帅程咬金”。

喜剧风格鲜明的张卫健在《 隋
唐英雄》中扮演了一个大大咧咧的
程咬金，他有两个河东狮老婆，乱世
儿女爱恨情仇地闹出了不少笑话。
戏里，“ 妻管严”程咬金受到两个凶
悍老婆的双面夹击手忙脚乱痛并快
乐。

当记者问及生活中他与太太张
茜是否也和戏里一样是对欢喜冤家，
张卫健说：“ 我不是个懂得浪漫的
人。生活中‘ 我爱你’这三个字很难
说出口，平常与她在一起就是逗她开
心，但她笑点很低，逗她笑很容易。”
张卫健自认戏外也是“ 妻管严”，无
论何时如果两个人吵架，自己永远是
先道歉的那一个。

张卫健自称 戏里戏外“ 妻管严”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曾经，他在
深圳的演出市场“ 走穴”谋生，如今，
他投拍并主演的电视剧《 新都市人》
在东方卫视热播，昨天，演艺明星王兆
祥和全国人大代表朱雪芹在新民艺谭
温暖专场和200位来自普陀区的新上
海人护士及外来务工人员，共同交流
离乡背井、闯荡上海滩的甘苦经历。

出生于江苏盐城的王兆祥（ 艺
名祥子），曾是泰州市淮剧团演员，
之后他去深圳当了“ 走穴” 歌手，
2000年开始闯荡上海。2005年，他在
央视《 星光大道》获得周冠军。2006
年，他在SMG举办的《 一笑成名》获
得冠军，就此留在了上海，全方位进

军演艺圈。
成名后，王兆祥在上海也接了很

多演出，但他苦恼的是，虽然网上已
经有了很多粉丝剪辑他的视频支持
他，去剧场演出也有很多人堵着要多
看他，“ 但从此周围的人也都以上海
优秀青年的标准来要求我，加上文化
的差距，我火的同时，也是被周围人
骂得最多甚至当面讥讽的时候，我曾
痛苦过，但我都自己消化了，而且会
回去反思。”

他和新都市人分享着自己的经
验，“ 要讲尊严，是没错，但在上海我
们要非常高明地追求尊严，不能盲目
去寻找，要有技巧，要很海派。”

王兆祥分享新上海人感慨

本报讯 记者 闵慧 周杰伦新专
辑《 十二新作》首波主打歌《 红尘客
栈》的MV于昨日正式曝光，但扮演
男女主角的“ 浪花兄弟”Darren和内
地新人娜扎却遭网友痛批，指Darren
长相太“ 朴素”，娜扎典型“ 一副木
头脸，看不出丝毫演技”。而对MV中

“ 英雄救美”这一情节，也有网友忍
俊不禁，直言这是“ 小学生编的”。

周杰伦MV向来爱找自己人担纲
演出，“ 浪花兄弟”中的Darren，他过
去在《 雨下一整晚》MV中就担纲男主
角。但这次Darren与混血美女娜扎搭
配男女主角，就显得他的外表过于平
庸了，甚至有网友用“ 挫”、“ 丑”等字
来形容他。但与Darren相比，娜扎的境
遇可能要更糟，对演员来说，最大的打
击莫过于“ 表情僵硬，演技差”了！

周杰伦《 红尘客栈》MV曝光

58岁的成龙可能是最后一次出演大型动作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