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气好，碰上爱
情大片，还有导演
现场送祝福”
地点：银星时尚国际影
城  主人公：峰子

2011 年情人节之前，
峰子就策划向女友求婚。
后来峰子在网上得知电
影《将爱情进行到底》即
将在情人节上映，而且还
将提前在湖南举行看片会，
于是峰子就找到影院希望
能借电影上映时，给女友一
场浪漫求婚。2011 年 2 月
13日晚，《将爱情进行到底》
在长沙公映，峰子特意带
上女友及未来岳母一起去观
影。在影片播放结束时，他
突然拿出鲜花跪地求婚，让
女友大吃一惊。“因为我之前
就联系好了，当时影片导演张
一白还用手机录了一段祝福
短片，在现场播放。这场特
别的求婚仪式，至今都让妻
子和岳母赞不绝口！”

“有超人求婚，
怎么不成”
地点：长沙横店
王府井影城 主人
公：尹小小

长沙男人尹
小小为了能让女
朋友成为最幸福
的人，特意在求
婚当天化身为“超
人”，带女友看
电影同时，就在影厅完美求婚。选择在电
影院举办求婚仪式，尹小小觉得是电影院
的私密性较高，而且经费较划算。尹小小
透露，为了求婚仪式，他前前后后忙碌了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经费在 10000 元左右。
整个策划的构思都是由他自己所想，还特
意请了专业跟拍队伍来记录当时最美好的
瞬间。他认为求婚是一个必经的过程，让
心爱的人以后回忆起来不会觉得人生有遗
憾，能够让她感到甜蜜也是他作为老公应
尽的义务。现在，他们已经步入婚姻殿堂，
生活非常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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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费少、浪漫多——

张震等明星热衷影院办婚礼
11 月 18 日， 台 北 的 光

点电影院以馆内维修为由封
馆，而这天其实是张震大婚
之日。张震将婚礼地点选在
了台北著名的小资集散地，
他 透 露这次 邀请的好友多
数 来自电影圈， 因此不如
用 西式的露天派 对还更 显
轻松愉快。光点电影院的建
筑 外观 是白色的二 层洋 楼
式 建 筑，张震 还精心在 影
院外的露天草坪，布置了白
色的桌椅，到处都是白色的
鲜花，连树上都细心地挂满
了一串串白色的小花朵，而
新娘休息室位 置 就是电影
院的 VIP 室。

对于为何选在电影院办

婚礼，张震友人透露，他不
想摆酒办席，打算以派对形
式和大家同乐，才选择在电
影院举办婚礼派对。电影院
室外附带的两块露天大草坪
能营造气氛，自助餐点及酒
水则另请外送公司提供，如
此别致的婚礼让很多到场明
星很惊讶，连前女友舒淇都
被感动到落泪。

其实除了张震，早前歌
手 李 玟在邵氏影城 办的婚
礼，也让曾宝仪、房祖名等
见过大场面的明星感叹：“是
我去过 最 精彩最潇洒的 婚
礼！难道这就是身在好莱坞
的感觉？”可见，影院婚礼
浪漫程度非同一般。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陈玲莉）虽然没有在台湾金
马奖颁奖台上表达对汪峰的
情意，但在颁奖典礼之后，汪
峰公开在微博中为章子怡加
油鼓劲，并煽情地写下祝福
文字 ：“正如我们的坚定，所
有你的坚持与付出都是 值得
的。我为你而感到骄傲！加油，
My Queen ！（我的王后）” 

今 年金马奖 颁奖礼后的
“惜别酒会”，新科影后章子

怡花了大约 3 分钟接受在场媒
体的“围堵”式访问，“获奖
后有给家人或朋友打电话道喜
吗？”有记者问。“当然有啊，
妈妈有在现场，其他人 就是
短信或电话。”记者追问：“那
汪老师（汪峰）也包括在内
吗？”章子怡有点尴尬地笑了
一下 ：“这个……应该有吧。”

随后，章子怡在个人微博
上发表感叹：就让 这一切像
一张老唱片，慢慢旋转着，声
音从唱针那一头悠悠地飘过
来，带着过去日子的心思和故
事，也带着心灵的温度迎接新
的开始。感恩！”4 个小时后，
汪峰大方地转发了这条微博，
并用同样文艺而煽情的话 语
抒发了自己对“影后”的支持。

章子怡获影后
汪峰发微博：
我的王后

■影音空间

湖南人不但在影院办婚礼，
且每月有人在影院求婚

张 震 选 择 在 影院 举 办
婚礼，引发了不少人对这种
形式的强烈关注，很多湖南
电影迷们甚至在网上开贴讨
论：“我们能在影院办场星味
婚礼吗？”随后，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与湖南各大影院
联系，没想到在湖南不但早
有影院婚礼，而且几乎每月
还有情侣在影院进行求婚。

据幕语汽车影院市场部
负责人高先生介绍，在他们
影院就已经成功举行过多场
影院婚礼。

“ 前 不 久， 就 有 一 对
夫妻 在我们这 里办影院 婚
礼！”高先生介绍，来影院
办婚礼新人大多都是电影爱
好者，“我们这里有户外大草
坪，再加上户外影院设备，
可以公映属于自己的浪漫爱
情故事，这样的方式不但浪
漫，而且让新人和来宾感觉
像参加一场盛大派对”。

除了影院婚礼之外，在长
沙横店王府井影院、万达影院、
芒果博纳影城等，几乎每月都
有情侣上演求婚大戏。

王府井影院策划宣传部

负责人钟宇介绍 ：“现在很
多年轻 人都爱 来影院办求
婚，男生一般会事先找到影
院，包场或买几十张团体券，
请亲朋好友一起看电影。在
电影放映前或之后，再在现
场举行浪漫的求婚仪式。”

虽然张震在台湾影院办
婚礼花费不少，但湖南各大影
院负责人们表示在本地办婚
礼或求婚费用并不高。高先
生介绍，在幕语汽车影院办婚
礼，除需要支付 8000 元左右
的场地费外，其婚宴用餐费用
则在 1200 元一桌左右。

而在横店王府井影院、
芒果博纳影院等室内举行仪
式，新人则可根据影厅大小
事先买好包场电影票，“按
团体票购买门票，如果是小
厅包场大概是 2000 元左右。
如果求婚仪式人数不多，一
千余元也就能搞掂！”

“一般来影院办求婚活
动的情侣都很花心思。而这
种浪漫的形式很讨女孩子喜
欢，所以求婚成功率也是百
分之百！”芒果博纳影城宣
传负责人肖潇说。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陈寒冰 实习生颜思静）由陈木
胜执导，刘青云、古天乐、张
家辉三大“影帝”主演的警匪
片《扫毒》将于 11 月 29 日上映。
近日，该片在长沙芒果博纳影
城举行首映式，片中催人泪下
的兄弟情以及令人“无法直视”
的暴力场面感染了众多观众，
而张家辉也透露自己在片中是
被整得最惨的。

继杜琪峰导演的《毒战》后，
毒品题材的影片开始大展拳脚，
陈木胜此次更是将重点对准兄
弟情。在兄弟情感动观众的同
时，《扫毒》的口味之重出人
意料。影片不仅动用直升机拍
摄空中轰炸的大场面，还有中
枪后掉入池塘被鳄鱼撕成碎片
的可怕镜头。这其中最惨的无
疑是主演张家辉，先是惨遭鳄
鱼池“洗礼”，片尾居然还被导
演安排拿匕首砍下自己的左手。
张家辉表示，那场虐戏对于影
片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其实
我是内奸，到了最后关头已经
没有任何顾忌，为了取得最后
的成功，必须豁出去。”陈木
胜表示，影片的暴力和血腥均
是建立在剧情的基础上，并不
是为了重口味而肆意渲染血腥
场面，“其实我们拍的时候更
暴力，我主动剪掉了很多。不
过砍手的部分是给男性观众看
的，女性观众只要负责流泪就
可以，不要看这些。”

张家辉
拍《扫毒》被虐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陈寒冰  实习生 颜思静

前几日，37 岁的“男神”张震与交往四年

的圈外女友庄雯如在台北光点电影院举办婚

礼派对。除了“男神”娶了女助理的配对方

式引人关注外，张震在电影院举行婚礼的形

式也让人颇为好奇。随后，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独家从湖南各大影院了解到，原来湖南

也曾举办过电影院婚礼，而且影院收取的费

用并不高，而举行过影院婚礼或求婚仪式的

湖南爱人们，向我们透露：“影院婚事，真的让

我们和明星一样浪漫！”

“在影院结婚，
像明星一样浪漫”
地点：长沙幕语汽车影院   
主人公：洋洋

长沙新人洋洋，今年 5
月就在长沙办了场影院婚礼。
洋洋和妻子都是电影爱好者，
所以想让自己的婚礼独特而有
意义。在选定长沙幕语汽车
影院之后，两人在那里不但
举行了仪式，而且就在草坪
上摆了18 桌婚宴。据悉，这
场草坪影院婚礼不但十分特
别，到场嘉宾及新人都觉得“整
个过程就像参加明星派对般，
让大家过目难忘”。

“影院求婚，
特别有成就感”
地点：衡阳进步电影院   
主人公：王力

想给女友最浪漫的求婚，
今年，衡阳小伙王力就在当
地电影院将这一心愿实现。
王力透露，之所以选择在影
院求婚，是觉得影厅环境很
浪漫。当天他总共叫了二三十
个好朋友 ,包了电影院的一个
厅。在电影开场后，王力才带
着女友进入影厅，并在女友
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精心布置
了这场求婚仪式。对于这次
求婚，王力的女友非常满意，
唯一遗憾的是因为太过于匆
忙，没来得及制作属于他们
两个人的微电影。王力透露，
整个求婚的经费在3000 元左
右，而这样一个小清新的求
婚仪式，不但让自己求婚成
功且两人即将步入婚姻殿堂。

长沙幕语汽车影院婚礼现场

衡阳进步影院求婚现场

长沙横店王府井影城求婚现场

你可以像张震一样来场“影院婚礼”

张震影院大婚
李玟影院婚礼成为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