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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宇森携《太平轮》亮相戛纳
总队长要求吴亦凡道歉
EXO

时报综合消息 法国当地时间 5
时报综合消息 自报道了
月 17 日下午，电影《太平轮》在戛纳
EXO 成员吴亦凡单方面提出与
电影节期间举办了发布会，导演吴
韩国 SM 娱乐公司解约一事，引
宇森携主演章子怡、金城武、宋慧
发了极大的关注。之后，身处漩
乔、
黄晓明、
佟大为、
长泽雅美、
王千
涡中的吴亦凡首度发声，在网络
源、吴 飞 霞 全 阵 容 集 体 亮 相 。 据
上回应说：
“ 螳 臂 挡 车 ，我 还 安
悉，
为了战争戏拍摄更为逼真，
佟大
好。感谢所有支持我的人，感谢
为、
黄晓明都是亲自上阵，
二人脸部
所有的声音。吴亦凡一直都
都留下了伤痕。
在！”对此，EXO 的其他成员似
电影《太平轮》的拍摄一波三
乎不太支持吴亦凡的举措，纷纷
折，拍摄之初因为导演吴宇森身患
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看法。而
淋巴癌被临时叫停。当天，现场特
作为 EXO 的总队长，金俊勉则
别播放了《太平轮》的导演阐述制
表示，
“现在吴亦凡该做的事是
作特辑，其中战争场面恢弘大气。
取消诉讼，向公司和成员们道
黄晓明透露战争戏为求逼真，他都
歉。”
是亲自上阵，所以脸上留下了一块
选择从正当红的 EXO 中
黑斑。他还表示佟大为为了拍摄
退出，吴亦凡的举动让人觉得
战争戏脸都花了，
也留下了痕迹。
很意外。不过有关人士称，吴
凭借《一代宗师》，章子怡一举夺下
拍《太平轮》完全是因为导演，
“ 这是我
从小时候起就喜欢看金城武演的戏”。
亦凡很不适应韩国生活。
“他
十座影后奖杯，此次在《太平轮》的表演
和吴宇森导演第二次合作，上次拍《赤
看起来不太适应韩国生活，还
也被大家认为会拿奖拿到手软。 壁》演历史人物，导演给力我很多指导，
说过想放弃。”与中国完全不同
对此，章子怡表示：
“ 演戏就是演
这次我基本是靠自己揣摩。”
的韩国礼节也让吴亦凡很不习
戏，拿奖是之后的事情，其实我演
神秘而低调的金城武当天成为大
惯。吴亦凡解约后，好友宋秉洋
不演一部戏，并不是看能不能拿
家调侃对象，长泽雅美在说起对手戏演
曝出他因过度心理压力和劳累，
奖，
我更享受表演本身。
”
员金城武时说“我从小就特别喜欢金城
心脏出现问题。
近年来，金城武鲜少出席公
武”，王千源也跟着开玩笑说“从小看金
与此同时，EXO 的其他成员纷
开活动，拍摄电影，他表示这次接
城武的戏长大”，最后连宋慧乔都说“我
纷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看法，一边倒的不支
持吴亦凡。作为 EXO 的总队长，金俊勉近日
在参加完活动后，首次做
出回应，
“ 和成员们讨论
过这件事，还是理解不
了 Kris 的 行 为 。 大 家
都很惊慌很错杂，我
时报综合消息 影后张曼玉日前以歌手身份在
指出，她最爱味
觉得（kris 的行为）是
上海
“草莓音乐节”
粉墨登场，
没想到一开口就频频
道浓且没有滤
完全没有考虑过
走音，
嗓音甚至被网友嘲讽是
“被上帝遗弃的声
嘴的香烟，一小时能抽掉将近 20 根烟，长久下来才
EXO 的不负责任
音”
。好不容易风波平息一阵子，
近日又有媒体爆
会养出惨遭网友疯狂吐槽的
“地狱嗓”。
的行为，我们成
出，
其实她的破锣嗓全是烟瘾太大造成的。
事实上，
张曼玉事后得知在上海首次开唱负
员们和公司没
据《时报周刊》报导，张曼玉本来就很依赖烟
评连连，不但照常在北京场次登台，还大方自嘲“今
有任何问题。
酒，
尤其是烟瘾特别大，
且和小
7
岁的德国籍建筑
天可能还是会走音”，坦然态度和高 EQ 的应对方
现在 Kris 该做的
师男友
Ole
Scheeren
分手后又抽得更凶。报道还
式，
反而让她获得不少
“敬业”
的正面评价。
事是取消诉讼，
向公司和成员们
道歉。”而 SM 公司
再次表示，在合约
诉讼被报道之后，网
上出现了很多恶意
谣言、虚假事实、人身
时报综合消息 本届戛纳电
攻 击 ，将 采 取 法 律 手
影节上，欢瑞世纪影视传媒股份
段、强硬对待。
有限公司正式对外公布，将这部
超人气魔幻悬疑探险小说《盗墓
笔记》搬上大银幕。
《盗墓笔记》系列将被改编为
8 部系列电影，第一部《盗墓笔记
之七星鲁王宫》首次在戛纳电影
时报综合消息 日前，
《生活大爆炸》、
《傲骨贤妻》、
《海军罪案
节上发布了概念海报，并表示将
调查处》和《律师本色》等 4 部美剧突然在视频网站下架，武汉大学
于 2015 年正式开拍。
法学院学生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申请信息公开，并通过官微
英文概念海报精确地还原了小
发出广电总局的回复。
说中的悬疑紧张气氛，
古树、
悬棺等背景元素栩栩如
陈先生表示：
“《盗墓笔记之七星鲁王宫》
广电总局答复如下：
生，
探险者持手电探秘前行的画面也足以让读者们
制作费预算在
2
亿以上，
演员阵容尚属于保密阶
回复：您好，您提交的关于“网站封禁《生活大爆炸》、
《傲骨贤
将海报与小说中的情节对号入座，
展开丰富的联想。
段，
但几位主演都已经进入实质谈判阶段，
故事
妻》等美剧的具体原因及法律依据”的信息公开申请收悉。经研
此次选择在戛纳公布
《盗墓笔记》
系列电
则会依托于小说第一部进行改编，
尽量还原读
究，现答复如下：
影第一部的首款英文概念海报，意在向全世界
者们心中的《盗墓笔记》。是否会在原作基础上
《傲骨贤妻》等几部美剧，有的无版权，有的含有不符合《互联
宣布，
这部在中国拥有千万读者的现代魔幻悬
引入新的角色和元素？现在还不方便告知，会
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
（原广电总局原信息产业部第 56 号）第
疑探险小说即将拍成电影，
并已经启动全球发
在合适的时机对外公布。”而南派三叔本人十分
十六条的内容。
行工作。电影英文片名定为
《The
Lost
Tomb》
看好《盗墓笔记》影视化，他坦言将一个纵跨长
感谢您对广播影视工作的支持。不尽之处，敬请谅解。
(迷失的古墓)，
可谓非常贴切应景。海报风格也
达 8 年的纸上故事以最完美之姿在国际电影市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主打现代魔幻悬疑元素，
凸显了该片气质。
场回馈给读者，
是他最大的梦想。
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

张曼玉开唱沦为走音女王

《盗墓笔记》将拍 8 部电影 首部明年开拍

广电总局回应美剧下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