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 90 年代方言喜剧 《傻儿师
长》 曾风靡荧屏 ,时隔多年 ,年代人物传
奇 《傻儿传奇》 在重庆、 湖北卫视热

播 ,再次讲述大智若愚的袍哥方哈儿成
为师长的冒险故事。 据悉 ,该剧可谓是
新派川渝特色喜剧 ,重庆火锅为底 ,放进
东北猪肉和粉条。

《傻儿传奇》 可谓是重庆火锅加东
北乱炖 ,除了刘流、 乔杉、 修睿等东北
籍喜剧演员担任主演 ,还有老戏骨申军
谊以及沈伐、 闷墩儿等川渝笑星加盟。
自导自演的刘流坦言 ,一开始也担心观
众能否接受南北交融的喜剧风格 , “川
渝和东北之间是有文化差别的 ,但我看
了一些四川幽默诙谐的曲艺表演以及袍
哥资料后 ,我发现幽默是相通的 ,情感也
是相通的。”

此外,《傻儿传奇》 的一大焦点便是
韩国女星蔡琳的加盟 ,她在剧中饰演方
哈儿的原配妻子秋萍。 对于蔡琳的表
现 ,剧中的 “中国老公” 刘流大赞细腻
传情 , “发现她很会演戏 ,把很多细节都
处理得很好。”

“我在这里衷心地祝贺 30 年的大
作可以卖得满堂红。 每一首歌都绕梁三
日，每一首歌都经经典典，恭喜恭喜学
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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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神发新歌称“四大天王”已成历史
“歌神”张学友近日

在台北为全新国语专辑 《醒
着做梦》举办记者会，当场在著

名音乐人杜自持的钢琴伴奏下演
唱新歌《时间有泪》。 学友在台上谈
笑风生，而环球唱片更特别为歌神集齐
了三十位大牌艺人的祝贺 VCR， 难得的
是其他“三大天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
和张学友一起“隔空合体”，但对于
“四大天王” 称号， 他再次表

示：“四大天王已是历史
人物，只不过是‘近

代史’。 ”

曾经很“争”：除了工作少有私交
时隔 7 年后再发新专辑， 入行

30 年的张学友说自己既紧张又兴奋，
发布会上， 环球唱片代表送他一枚
巨型珍珠戒指， 代表着张学友与环
球情牵 30 年的 “珍珠婚”。 而现场
的重头戏是 30 位影视巨星送上祝
福， 尤其是刘德华、 郭富城、 黎明
的祝福， 连张学友都忍不住说， 如
果把他也放进 VCR， “四大天王”
就凑齐了。

“我刚看完郭富城跟刘德华 （的
视频）， 以为就没有了， 因为毕竟黎

明好久没出来， 要找他都不容易。 所
谓‘四大天王’ 还是一个不可磨灭的
时代， 现在已经过去了。 他们愿意为
我录制 VCR， 我很开心， 也非常感
动。” 张学友说， “我常讲在那个时
期其实大家都是在争出头， 无论怎么
说， 争的味道是很重的， 我们实在是
没有怎么碰面， 除了工作忙完了坐下
来聊几句， 私底下的接触很少。 今天
他们都出现了， 我很欣慰， 只是没有
重聚的感觉， 有点缅怀那个时代， 可
是过去就是过去了， 还要往前走”。

同台呼声：四人站一起会“有点奇怪”

三“天王”隔空发声

“当年我和你一起比赛竞逐最佳新
人奖，没想到一眨眼已经 30 年。 真的很
开心可以陪你一起走过不同的日子，所
有在音乐的道路上，很开心，也希望未
来有机会可以和你合作。 这次知道你出
道 30 年的专辑《醒着做梦》，我听这个
名字非常有感触，因为真的我们从来没
有醒过， 我们的梦一直不停地坚持，但
是我们真的要看清楚。 ”

刘
德
华：

黎
明：

“我在等， 你在等。 当每个人都在
等，就变成期待。 期待的时候等不到，晚
上睡觉的时候做梦也会惦记着。 他白天
醒了，醒着做梦也想到，怎么办，不用再
等待。 马上去买张学友等了这么久的专
辑《醒着做梦》，晚上听着歌睡觉，感觉
特别幸福。 ”

郭
富
城：

时机刚刚好 萧亚轩平安夜秀恩爱
最近网络上流行的一个段

子，现实中长得好看的女星，也
准备礼物送给别人。

萧亚轩与男友 Elory 打
得火热， 虽然之前 Elory
在社交网络上公开与
她的亲密照， 但萧亚
轩一直未有正面表
态。 24 日平安夜，她
终 于 给 出 爱 的 回
应， 也在自己的社
交 网 账 号 上 认 证

Elory 的男友身份。 24
日，萧亚轩公开两人亲

密合照， 照片中她从后面勾住
Elory 脖子，一脸幸福。她还留言
在平安夜属于恋人甜蜜的日
子， 希望大家也像她充满爱与
快乐。 粉丝送上祝福之余也希
望她早日结婚。

一向节俭的无线花旦钟嘉
欣，购买圣诞礼物也走“讲心不
讲金”的实惠路线。 22 日，钟嘉
欣现身香港中环， 趁圣诞前夕
为身边好友选购礼物。

据香港媒体报道，钟嘉欣在
商场内一间大众化的店铺挑选
礼物， 全程专攻 399 港币 （约

320 元人民币）的新装，挑完女
装又看男装。 约半小时后钟嘉
欣拿出数张五百港币付款，之
后她又去附近店铺挑选圣诞茶
叶礼盒。

22 日下午， 杨千嬅在香港
置地广场的 Gucci 店出现，她一
身运动服配上墨镜羽绒服，坐
在店内沙发上由店员送上各款
衣物配饰供她挑选。 前后一个
多小时的购物过程中， 杨千嬅
买了足足 4 大袋， 最后由一名
店员帮她拿两袋战利品， 送到
车上。

蔡琳加盟《傻儿传奇》“笑果”杠杠的

资料图

萧亚轩公开
与男友亲密照。

被问到以后有没有机会能实现
“四大天王”同台演出，张学友说会感
觉有点奇怪：“我们四个站在台上会
有点奇怪，反正我会觉得奇怪，当时大
家穿一些奇怪的衣服， 你们会觉得很
厉害，但这个时代，会觉得不好看。 过
去就过去了， 大家都已经放下往前走
了。 ”

谈及演出计划， 张学友还特地澄
清了关于“2015 年内地演唱会”的信
息，“希望乐迷不要相信，目前还没有

确定演唱会计划， 一旦定下来会提前
三个月或者半年通知”。

除了“三大天王”，录制短片的还
有梁朝伟、 吴宇森等大咖， 此外 “弟
弟”张家辉、“契妹”林忆莲、“表妹”
吴君如等 “亲戚” 也有亮相。 “好基
友”哈林庾澄庆更亲自剪接短片恭贺，
特别用转椅“I�Want�You”的方式笑指
要把“歌神”捧为“歌佛”，还指张学
友 “用庾生去爱”（本为 《用余生去
爱》）就是唱给他，可见交情有多好。

名牌店店员帮杨千嬅提两袋战利品。

不妨学学明星造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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