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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歲的霍建華在娛樂圈已經是一位
“老前輩”
，早在 2002 年就出道，此後出演偶像
劇《海豚灣戀人》
《千金百分百》
《西街少年》等。不過，真正讓霍建華跻身一線的，還是今
年大熱的《花千骨》
，一個孤傲、不食人間煙火的白子畫被霍建華演得出神入化，也讓網
友有了
“最好的霍建華，演了一個最好的白子畫”的評論。
“我倒沒這麽覺得，大家開心就好了。”霍建華笑稱，白子畫在小說中是面癱，
“當初
我演這個角色確實覺得很難表現，因爲他就是個面癱，不可能有太多表情。我不太在乎
別人怎麽講，演員還是要有信心嘛。演這種小說裏面的人物，每個書迷都會幻想這個人
長什麽樣，但畢竟我們是人，不可能長得跟小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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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建華：：

“我不在乎別人怎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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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高冷
是指智商高

一部《甄嬛傳》讓孫儷坐上一線女星寶座，今夏一部《花千骨》也
讓霍建華躋身一線男星之列，接下來的《鏢門》和正在東方衛視播出
的周播劇《他來了，請閉眼》又讓霍建華成了
“屏霸”
。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霍建華盡管語言不多，卻是金句頻現，
“暖
男?我還沒有空調暖。”
“ 現在滿大街都是男神。”
“CP、IP 我傻傻分不
清”
。被粉絲、合作的女演員們笑稱為“娛樂圈老年人”
，霍建華倒也釋
懷：
“可能我不是一個太追求流行的人，大家喜歡玩自拍或什麽，我不
喜歡這些，所以就會讓大家覺得有點老。”
素雅的、單薄的、克制的，是白子畫的愛情，似乎也是霍建華的人
生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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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高冷是指智商高”
在《他來了請閉眼》中，霍建華飾演的薄靳言是一名高智商的犯罪心理學教授，同時
還具有雙重人格，在播出的幾集中，不少觀衆感覺，薄靳言和白子畫似乎很像，都是外表
孤傲高冷、內心溫柔。不過霍建華認爲，兩個角色其實沒有太多可比性，
“一個是古裝一
個是時裝，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對于
“高冷”一詞，很少接觸網絡的霍建華表現出本能的
抗拒，
“他智商很高但情商很低，很難去演，還有你們說的這種高冷，我覺得高冷絕對不
是去擺譜，所謂的高冷是他智商非常高，特別聰明。”
至于今後接戲的方向，霍建華表示，自己現在接戲還比較嚴苛，但也不排除會偶爾
有失誤，
“(結果)理不理想也不是我能控制的，我覺得我每一部戲都挺理想的，拍戲有時
候是享受一個過程，結果就聽天由命，給觀衆去評價。”

被女演員評為
“娛樂圈老年人”
盡管擁有超強的人氣，但霍建華平常的生活卻格外低調，和他合作了《花千骨》的趙
麗穎、
《他來了請閉眼》的女一號馬思純就笑稱霍建華是
“娛樂圈老年人”
。趙麗穎曾在采
訪中回憶，霍建華不拍戲時，就喜歡一個人看書喝茶。
“他們怎麽叫都可以啦!”被冠上
“老年人”的稱號，霍建華笑著表示，自己不是一個太追求流行的人，包括大家喜歡搞自
拍或者什麽，
“我不喜歡玩這些東西，然後就會讓人家覺得好像有點老，大概是這個意
思。”不過霍建華也解釋，自己對拍戲的思想其實很開放的，
“各種題材我都很願意嘗試，
喜劇、時裝、年代、懸疑等戲都拍。只是不會大家流行什麽我就跟什麽，我有自己喜歡的
東西，比如我喜歡老的音樂，喜歡老的片子。”
除了生活比較單調，霍建華對如今的網絡詞語也是本能的抗拒。不少人用
“暖男”
“男神”稱呼他，他則以
“現代人看到誰都是暖男，看到誰都是男神”來回應，還甩出
“再暖
也暖不過空調”
的金句;對于粉絲呼籲他開通微博，他則表示
“我沒有這個習慣”
。

霍建華和趙麗穎主演的古裝仙俠劇《花千骨》
，在大
陸播出後受歡迎，兩人也人氣大漲。他人氣愈高，作風愈
低調，在演藝圈闖蕩堅持「４不」：不應酬，不開個人微博
（只有個人工作室微博）
，不成立粉絲後援會，不接商業
代言，堪稱圈內奇葩。

他除了拍戲、為新作宣傳，鮮少接受採訪，說起話像
老學究般正經，朋友也以圈外人居多：「不拍戲的時候，
我想和這個圈子隔絕。」坦承在陌生人面前，完全放不
開。他也不像其他藝人，會跟粉絲近距離接觸，哄他們開
心，表示自己從沒要求粉絲為他做任何事，若粉絲蹺課

來參加他的活動，更不應該，「學生就該好好讀書。」
他古裝扮相俊美，被大陸網友封為「天涯四美」之一；
歷任緋聞女友葉璇、林心如、張馨予，都是女神級，但他皆
不回應，唯一承認的只有陳喬恩。他日前出席記者會，無
奈說：「不知道為什麼，現在人那麼喜歡幫人配對。」

TVB 女星曾經是女神的代名詞，
在港台娛樂圈風起雲湧的年代，她們是
內地粉絲心中觸不可及的一場夢，到如
今幾多變幻，夢早已醒了，夢中人也走
著各自選擇的路。
今天說起 TVB 女星，緣于黎姿。現
在的黎姿成為了一種現象，但凡有關她
的新聞出現，就會有一輪評論她的文
章，這次的起因是她與富豪老公甜蜜逛
街。而就在一個月前，她因低調慶祝 44
歲生日，登上各大版面。這位一直被張
柏芝無比尊敬的天枰座女子，無論年歲
與遭際，都長著一張有梨渦的笑臉。

黎姿：TVB 最出色的心靈雞湯
黎姿出身世家，是世俗口中所謂的電影豪
門，但父親老早就因腦膜炎失聰，後來又因爭
家産失利，被逐出大宅，全家生計都靠母親開
小貨車支撐，一家人常被鄰居欺負。據後來的
報道敘述，黎姿父親當年曾在廚房的坑渠上用
磚搭了個廁所，然後買些廉價空氣清新劑來消
除臭味，但依然掩蓋不了廁所的味道，吃飯時
也能聞到。
在家庭窘迫的狀況下，黎姿入行很早，那
時她才 14 歲半。這同樣也是
“神仙姐姐”劉亦菲
入行的年紀，不過那時的劉亦菲自帶資源、家
世、美貌與片場無處不在的保姆車，與之相比，
黎姿有的，可能僅僅是頗有姿色。她開始在片
場打工賺錢，每天 300 元，作業也帶到片場去
寫，但後來也漸漸不寫了，休學專職拍戲，並把
拍戲賺到的錢供弟弟黎嬰讀書。旁人曾抨擊她
的家人把她當搖錢樹，她的回答是：
“我的父親
以爲電影等于藝術，我也不想他們懂太多。”
真正讓更多人認識黎姿，是因爲《古惑仔》
中的
“小結巴”一角。她也不是一下就有眼光接
下這類有殘缺的角色，
《阿飛正傳》曾找她出
演，那時的她並未意識到王家衛的價值，聽說
劇情要求剃光頭，立刻一口拒絕。
“小結巴”之
後，黎姿事業的第二個巅峰是在 TVB 實現的。
2003 年一部《金枝欲孽》讓黎姿跻身 TVB 一線
女星行列，此後相繼原班人馬合作《火舞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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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
《珠光寶氣》
，就當她的未來看似已一片坦
途之時，弟弟黎嬰發生嚴重車禍，黎姿宣布退
出娛樂圈，
《珠光寶氣》成爲她最後一部作品。
多說幾句，當年那部《金枝欲孽》可謂是宮鬥劇
的鼻祖，劇情結構、人物台詞、原聲配樂各方面
堪稱經典，後來被衆人稱頌的《甄嬛傳》也是 10
年之後的事了。
演藝之路充滿波折，情路也不順暢。16 歲
時愛上漫畫家黃玉郎，然後是王晶、許晉亨、龐
維新，最終一個也沒抓牢。可能多數人對龐維
新不如前三者熟悉，不過說出他的三個頭銜：
香港富豪、仁愛堂主席、金融界猛人，大家應該
就明白了，黎姿的擇偶標准特別固定，年紀大、
有背景……2007 年作客《志雲飯局》
，黎姿坦然
地說：
“其實我的志願就是要做人老婆的啊。”
在經曆萬千過往後，黎姿選擇嫁給有
“香
港第二代跛豪”之稱的馬廷強。其實早在 2003
年，她就被拍到和馬廷強同去倫敦，卻直到 6 年
後的 2009 年，弟弟黎嬰出車禍、治療費高昂、甚
至還有
“淫媒門”消息傳出，她才決定嫁給年長
她許多且有殘疾的馬廷強。婚禮現場，馬廷強
表示追了黎姿 6 年，追得好辛苦，現在終于娶得
美人歸，一定會好好珍惜黎姿。隨後他還爲黎
嬰成立了一個 5000 萬元的基金。
終歸是有了好的歸宿。從黎姿婚後的照片
可以看出，她的笑與美是發自內心的幸福與安

甯，她心生的愛慕從來不貪圖容貌的華美，能
給她一個安穩的家庭，便是此生最大的禮物。
馬廷強對她的好，給予她的安全感，也許是摘
星捧月般的恩寵，她渴望且值得擁有。
這是一個老套的故事，上進的女主角看盡
世事變遷，收獲幸福。她的半生也並非毫無瑕
疵，也許有炫耀、有謊言、有虛榮、有企圖，但成
長是磨出來的，面對一切磨難時的淡然，要經
曆多少風起雲湧後的雲淡風輕才能練就。每當
看到黎姿帶著笑意的容顔，絲毫感受不到傷痛
經過她心靈的痕迹，這才是真的從容與自信。
張柏芝一直將黎姿奉爲偶像，兩人的淵源
在于有著類似的青年回憶：未成年出道賺錢，
照顧長輩及弟弟，受盡冷眼又熬到成名，但最
後都回歸了生活。張柏芝弟弟曾公開表示姐姐
欣賞且尊敬黎姿，黎姿早年也爲弟弟黎嬰和柏
芝牽線，那時的黎嬰是香港有名的青年醫生，
長相英俊，據稱兩人也確實交往過一陣，後來
無疾而終，再後來便是那場突如其來的車禍。
時過境遷，黎姿淡出，留給觀衆的是趙敏、
玉瑩等經典形象，同時代的 TVB 女星也各有命
途。蔡少芬不僅嫁到內地，更是憑一部內地神
劇《甄嬛傳》成功打入內地市場；佘詩曼在與
TVB 解約，赴內地發展失利後再度回到老東家
懷抱，以一部 TVB 近 10 年來最成功的劇集《使
徒行者》重回港劇一姐地位；富家小姐郭可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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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極一
時，而後
又接連
曝出丈
夫林文
龍內地
偷養小
三等醜
聞，夫妻
倆更是
聯合召
開發布
會哭訴
指責經
紀人造
謠……
風水輪流轉，娛樂圈的風水俨然與經濟有
著密切的關聯。TVB 明星曾經氣勢如虹，令內
地演員難以喘息。而如今 TVB 的
“接班”小生走
得所剩無幾，今年連親生仔林峰也解約走人，
花旦更是無人能扛起大旗，佘詩曼的回歸並不
能改變些許難堪的境地。所謂
“視帝視後”都早
已過了人生巅峰，就連
“星女郎”也來自內地。
那些年存在深深腦海裏的 TVB 女神們，都請好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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