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狄波拉 (拉姑)24 日跟老公胡须
Kong 出席谭咏麟笑唱人生 40 年聚会
时首度开腔谈“锋菲”复合。

拉姑 24 日撑谭咏麟场时，被问到
何时跟王菲吃家庭饭，拉姑笑着表示：
“如果能一起吃饭，我邀请你们(记者)
一起吃。”她爆料儿子谢霆锋最近转变
口味，钻研中菜，她也跟着经常试菜，
然后还在手机找谢霆锋亲手做的辣子
鸡照片。 记者见拉姑翻照片，连忙追问
手机里是否有“锋菲”的合照，拉姑则
称，自己也想要。 被问到更希望谢霆锋
还是王菲煮东西给她吃时，拉姑表示，
谁煮给她吃都可以。 她又指霆锋现在
很乖，早上 9 点起床，晚上 10 点多便
睡觉，不打游戏机，不喝咖啡，又肯找

医生看骨伤。 ”
当记者问，谢霆锋有那么大转变，

是否因为要照顾女友时，拉姑微笑着
点头。 据凤凰娱乐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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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章子怡、佟大为与导演吴宇森到广州宣传《太平轮》。 章子怡在片中饰演饱
尝乱世之苦的妓女于真，与佟大为饰演的士兵佟大庆展开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两人
千辛万苦才能抱着孩子拍一张全家福。

24日看到这张全家福时，章子怡感慨自己也渴望家庭生活，在采访中她说自己希
望的理想生活是与父母、孩子一起，其乐融融过日子。 被问到何时和汪峰修成正果，章
子怡顺势隔空向汪峰催婚：“应该快了吧，我也不小了”。

章子怡隔空喊话汪峰
“我不小了，也该结婚了”

晒恩爱： 汪峰会去看她演的电影
《太平轮》 将于 12 月 2 日上映， 影

片以 1949 年的真实沉船事件为蓝本改
编， 导演吴宇森用三段爱情来描绘乱世
浮生的景象， 章子怡与佟大为在片中是
底层百姓的代表。 因为时局变乱， 章子
怡的角色为求生活， 从舞女再到妓女，
受尽屈辱才上到太平轮。 章子怡说这个
角色非常虐心， 也更让她珍视现在的家
庭生活。

章子怡说最近将上映的 《太平轮》
和《一步之遥》， 她都提前买了预售票，
“汪先生也一定会去看的。” 她说自己的
电影， 一定会包场请家人朋友来看， 这
是她最快乐的时候， “那是我唯一可以
告诉他

们的， 他们喊我吃饭我说很忙， 到底都
是在干什么的时候。 这时我可以跟他们
分享， 电影也是拿得出手的。”
表无奈： 从来没人找她演喜剧

《一代宗师》 让章子怡拿了十几个影
后， 宫二的倔强凛然不必说， 她的角色
一路走来几乎都是愁肠百结， 经常要哭
到疯， 或者打到死。 虽然章子怡也曾尝
试过喜剧， 自己监制主演过《非常完美》
和《非常幸运》， 不过评价与她的那些正
剧电影相差甚远。 她觉得可能是观众习
惯于为演员定性， “就像喜剧演员去演
正剧， 观众可能会说你还是回去演喜剧
吧”。

章子怡解释自己为什么去拍“非常”
系列， 就是因为 “没有人

找 我 演 喜

剧， 导演整天找我演正剧， 人物内心很
纠结， 命运都很坎坷的。 但我其实很放
松， 我也有幽默， 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时
候， 为什么我会想演喜剧， 我觉得这些
戏我不需要演， 我可以很轻松地完成它。
如果遇到好剧本， 我还是会演喜剧。”
不委屈： 不拒好莱坞但拒跑龙套

因为《卧虎藏龙》， 章子怡在好莱坞
打响了知名度， 演过多部好莱坞电影的
她近年将重心移回国内。

她说好莱坞给华人演员提供的机会
有限， 自己当年运气好， 才碰到 《艺伎
回忆录》 这个团队， “像巩俐、 杨紫琼，
我们是真正的角色。” 但更多好莱坞角色
只是跑龙套的花瓶， “我们有能力去塑
造角色， 但为什么要跑龙套？ 我不会拒
绝去好莱坞 ， 但没有好剧本也不会委
屈。” 据《信息时报》报道

拉姑首度回应锋菲恋
儿子因王菲变乖了

金秀贤陷广告危机
同时代言两家服饰引不满

韩国男星金秀贤凭韩剧
《来自星星的你》 在亚洲爆红，
一跃成为中韩两地广告商的新
宠儿， 单在中国， 半年已签下
35 个代言广告， 上至汽车下至
健康食品， 金秀贤的广告灯箱
更铺满街。 不过人红自然是非
多， 近日金秀贤更因签下两间
同类服装品牌的代言合约引来
不满。

金秀贤近期接下多个代言
产品，包括手机、咖啡店、服装、
健康食品、饮品、护肤品等，当中
金秀贤更接下不同品牌但同类

商品的广告。比如金秀贤就因签
下体育运动品牌的新广告合约，
跟代言户外服装品牌起矛盾，令
户外服装品牌不满。虽然一方表
示自己品牌是 “体育运动品
牌”，而另一方是“户外运动品
牌”， 力撑金秀贤没有违约，但
有网友就埋怨金秀贤经常接下
多个同类型商品广告，让人傻傻
分不清。 以护肤品为例，金秀贤
就同时代言了两个产品， 更以
同一时间拍摄两家品牌的广告
照， 令代言效用失去说服力。

据《信息时报》报道

张曼玉有“心”事
前往医院就诊

据香港媒体报道, 张曼玉 2002 年与法国导演
阿萨耶斯离婚后,两度再入情场,又一度跌入低谷。
刚踏入 50 岁的她,据传再找到情感寄托,恋上比自己
年轻 15 岁的混血男。 不过,烟龄 30 年的张曼玉最近
似乎有“心”事,近日媒体直击她到心脏专科医院就
诊,并转往化验所大验心脏,似乎情况不寻常。 当日张曼
玉全程由姐姐及女友人陪同,新欢却没影。

当天,张曼玉以帽子、墨镜、围巾遮掩。 踏出诊所,一
行三人走进死胡同,张曼玉与姐姐围着垃圾桶吞云吐雾,
刚验完心脏就自我摧残,张曼玉心态并非凡人可以理解。
张曼玉人到半百,向来注重饮食健康,不缺运动,喜欢爬山、
踩单车,唯独从没想过要戒烟。 张曼玉烟龄超过 30 年,不论

公私场合她都不避忌展现
她的抽烟风情,烟量高峰期
是上世纪 90 年代,一小时可
以消耗一包烟。 报道指长年
受吸烟影响,张曼玉气管一向
不佳,近日天气转凉,慢性支气
管炎复发, 不过病情比以往不
同。 知情者称:“一换季她就气
短,早晨起床时觉得胸口有点不
舒服,一走又晕又出冷汗,呼吸不
顺 ,找心脏科看后 ,虽然报告还没
出,但医生叫她尽快戒烟。 ”

据《新快报》报道
王菲全智贤要上《最强大脑》？
节目组：都有可能

日前，一张疑似《最强大脑 2》节目组有关“X 女神”讨
论详单的板书照片流出，引起热议一片。 王菲、舒淇、全智
贤等重量级女星悉数在列， 从歌坛到影坛， 国内到国外，
超强阵容让网友惊叹：“《最强大脑》阵容多强大，看（女
神）候选名单就够了！ ”对此，节目组相关人员 24 日对
记者表示，曝光的确实是节目组内部讨论的名单，而最
终的人选确实在其中。

在这张疑似节目组“×女神”讨论详单中，除了
早先被提名的王菲、“杰伦嫂”昆凌等，舒淇、汤唯引
领性感优雅，徐静蕾、赵薇主打知性才情，李冰冰、范
冰冰组成无敌双冰阵容，视后孙俪榜单领衔，还包
括周迅、刘亦菲等“人气大牌”，章子怡或再上《最
强大脑》， 而全智贤的登榜也让沉浸在 《最强大
脑》第一季的都教授粉丝们激动不已。

网传名单是否靠谱？ 何时公布确切 “×女
神”名单？ 24 日，记者采访了节目组相关工作人
员。对方表示：“节目组最近的确在大面积甄选
及邀请“×女神”，应该说每一个女明星都有
可能。 我们会对嘉宾做大量功课，进行详细分
析讨论， 选出最适合我们节目的女明星来到
《最强大脑》第二季的舞台。 ”

据《现代快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