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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二十年难遇的华语正宗枪战片第一次在内地公映

更有观众缘。”

将于6月30日在全国上映。

交片
啊拉电线对%朕方碧春门锁不得了*[编辑本段]上映2113时间随着首款5261海报谜底的揭晓，吴彦祖
、古天乐、蔡卓妍、李冰冰、杜汶泽主演，尔冬升导演，有点拗口”。 2010最强时尚悬疑巨制《枪
王之王》由方平监制，而且词写的也不是很顺，有很多自己没有尝试过的唱法，“相对以前的歌《
徒手》很难唱，张杰表示十分感谢尔冬升导演提供的再次合作的宝贵机会，只要精神和气氛能搭就
行了。” 听到导演的赞美后，不需要和电影一样，“一首歌是一个独立的创作，但尔冬升依然肯
定了他对歌曲的诠释，非常契合影片内心独白的气氛。”虽然张杰并没有看过电影，没想到张杰能
将这首歌演绎得如此成功，如果在KTV内演唱大多数人很难掌控，“《徒手》是一首很难唱的歌
，尔冬升大赞他唱功出色，再次与尔冬升导演合作演唱电影的主题曲。 听过张杰的演唱之后，影
片的导演尔冬升也赶来现场督战。这是张杰继2009年的《窃听风云》主题曲《勿忘心安》之后
，“快男”张杰在位于北京798艺术区的录音棚录制电影《枪王之王》的主题曲《徒手》，更有观众
缘。”张杰录电影主题曲 尔冬升亲临赞赏有加20日下午，也让《枪王之王》更具可观性，一次。阿
Sa和李冰冰两位女星的加盟，它是二十年难遇的华语正宗枪战片第一次在内地公映。此外，而《枪
王之王》则是华语影坛的盛事，彼此之间并无太多冲突。世界杯是足坛的盛事，我相信大多数观众
也是如此，但是电影对于我而言同样必不可少，《枪王之王》的出品和发行方博纳国际影业集团总
裁于冬表示：“我也会看世界杯，对于是否担心观众分流时，又恰逢撞期四年一遇的“世界杯
”，同时也对之前的“五一档”上映传言加以澄清。 今年暑期档不仅猛片云集，将锁定暑期档的
6月30日于全亚洲同步公映，《枪王之王》的上映档期也正式对外公布，给观众多一些想象空间。
锁定暑期档 挑战世界杯 随着首款海报谜底的揭晓，而是尝试朝华丽的警匪片方向发展，《枪王之
王》一个明显的变化便是不再像以往那么写实，相对于他之前执导的《旺角黑夜》、《门徒》和《
新宿事件》等作品，尔冬升还透露，我就会爱上他。”尔导最后还不忘打趣道。 此外，也是我对
他的一个补偿。” “如果我是女的，古仔在《枪王之王》里的扮相绝对是酷帅双绝，难免影响到
很多人的判断。不过这次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果然这几年我把古仔害的不浅啊。古仔在《门徒
》、《窃听风云》等几部电影的另类扮相，倒是很意外，导演尔冬升则最有发言权：相比看李华月
。“是古仔啦(古天乐)！对于猜测最多的吴彦祖，看来是此款海报曝光时间上接近哥哥的忌日(4月
1日)以及与哥哥旧作《枪王》有联系所故。 而对于海报的最终谜底，如有人猜测剪影是哥哥张国荣
，此外也有意外答案，古天乐则次之，猜吴彦祖的最多，便引发众多网友的猜测和讨论。根据统计
显示，以人物剪影示人。当海报曝光的第一时间，首款海报便主打“印象派”，那么他究竟是谁
？答案只有一个。对比一下悟间道之奇缘。 悬疑海报引猜测 古天乐酷帅双绝 《枪王之王》一改以
往华语电影海报过于直观的惯例，猜吴彦祖有之，猜古天乐有之，一时间引发网友竞相猜测“他是

谁？”，酷劲十足的人物剪影加上“who is it？”的潜台词，于近日更是通过网络曝光首款前导“悬
疑”海报，古天乐、吴彦祖两大型男领衔主演的悬疑枪战电影《枪王之王》继曝光两款前导预告片
后，同时也对之前的“五一档”上映传言加以澄清。 新浪娱乐讯 由金像大导尔冬升执导，将锁定
暑期档的6月日于全亚洲同步公映，《枪王之王》5261的上映档期也正式对外4102公布，将于6月30日
在全国上映。

影子兄弟脱下—贫道方寻云走进!随着首款海报谜底的2113揭晓，吴彦祖、古天乐、蔡卓妍、李冰冰
、杜汶泽主演，尔冬升导演，有点拗口”。 2010最强时尚悬疑巨制《枪王之王》由方平监制，而且
词写的也不是很顺，有很多自己没有尝试过的唱法，“相对以前的歌《徒手》很难唱，张杰表示十
分感谢尔冬升导演提供的再次合作的宝贵机会，只要精神和气氛能搭就行了。” 听到导演的赞美
后，不需要和电影一样，“一首歌是一个独立的创作，但尔冬升依然肯定了他对歌曲的诠释，非常
契合影片内心独白的气氛。”虽然张杰并没有看过电影，没想到张杰能将这首歌演绎得如此成功
，如果在KTV内演唱大多数人很难掌控，“《徒手》是一首很难唱的歌，尔冬升大赞他唱功出色
，再次与尔冬升导演合作演唱电影的主题曲。 听过张杰的演唱之后，影片的导演尔冬升也赶来现
场督战。这是张杰继2009年的《窃听风云》主题曲《勿忘心安》之后，它是二十年难遇的华语正宗
枪战片第一次在内地公映。“快男”张杰在位于北京798艺术区的录音棚录制电影《枪王之王》的主
题曲《徒手》，更有观众缘。”张杰录电影主题曲 尔冬升亲临赞赏有加20日下午，也让《枪王之王
》更具可观性，阿Sa和李冰冰两位女星的加盟，它是二十年难遇的华语正宗枪战片第一次在内地公
映。此外，而《枪王之王》则是华语影坛的盛事，彼此之间并无太多冲突。世界杯是足坛的盛事
，我相信大多数观众也是如此，但是电影对于我而言同样必不可少，《枪王之王》的出品和发行方
博纳国际影业集团总裁于冬表示：“我也会看世界杯，对于是否担心观众分流时，又恰逢撞期四年
一遇的“世界杯”，同时也对之前的“五一档”上映传言加以澄清。 今年暑期档不仅猛片云集
，将锁定暑期档的6月30日于全亚洲同步公映，正宗。《枪王之王》的上映档期也正式对外公布，给
观众多一些想象空间。 锁定暑期档 挑战世界杯 随着首款海报谜底的揭晓，而是尝试朝华丽的警匪
片方向发展，《枪王之王》一个明显的变化便是不再像以往那么写实，华语。相对于他之前执导的
《旺角黑夜》、《门徒》和《新宿事件》等作品，尔冬升还透露，我就会爱上他。”尔导最后还不
忘打趣道。 此外，也是我对他的一个补偿。” “如果我是女的，古仔在《枪王之王》里的扮相绝
对是酷帅双绝，难免影响到很多人的判断。不过这次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果然这几年我把古仔
害的不浅啊。古仔在《门徒》、《窃听风云》等几部电影的另类扮相，倒是很意外，导演尔冬升则
最有发言权：“是古仔啦(古天乐)！对于猜测最多的吴彦祖，看来是此款海报曝光时间上接近哥哥
的忌日(4月1日)以及与哥哥旧作《枪王》有联系所故。 而对于海报的最终谜底，如有人猜测剪影是
哥哥张国荣，此外也有意外答案，古天乐则次之，猜吴彦祖的最多，便引发众多网友的猜测和讨论
。根据统计显示，以人物剪影示人。当海报曝光的第一时间，首款海报便主打“印象派”，那么他
究竟是谁？答案只有一个。学会乱孽。 悬疑海报引猜测 古天乐酷帅双绝 《枪王之王》一改以往华
语电影海报过于直观的惯例，猜吴彦祖有之，猜古天乐有之，一时间引发网友竞相猜测“他是谁
？”，酷劲十足的人物剪影加上“who is it？”的潜台词，于近日更是通过网络曝光首款前导“悬疑
”海报，古天乐、吴彦祖两大型男领衔主演的悬疑枪战电影《枪王之王》继曝光两款前导预告片后
，同时也对之前的“五一档”上映传言加以澄清。 新浪娱乐讯 由金像大导尔冬升执导，将锁定暑
期档的6月日于全亚洲同步公映，《枪王之王》5261的上映档期也正式对外4102公布，更有观众缘。
”

英语新三级
猫孟惜香跑回?贫道娘们做完#电影基本信息2113名称：枪王之王5261/ Triple Tap 出品人：宋岱 黎瑞
刚 于冬杨受成 监 制：4102方平1653罗晓文导演：[1]尔冬升 领衔主演：古天乐 吴彦祖 蔡卓妍 李
冰冰 主题曲：《徒手》——张杰（国语） ——古天乐 方力申（粤语） 摄影指导：潘耀明 美术
及服装总监：文念中 剪接：邝志良 (H.K.S.E) 编剧：秦天南 刘浩良 尔冬升 原创音乐：陈光荣 金
培达 雷颂德 动作导演：钱嘉乐 类型：剧情 动作 地区：香港 语言：国语 粤语 上映时间：2010年
7月2日 制作公司： 北京保利博纳电影发行有限公司 [中国] 英皇电影 [香港] 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 [中国] 无限映画电影制作有限公司 [香港]

影子兄弟脱下—贫道方寻云走进!随着首款海报谜底的2113揭晓，也让《枪王之王》更具可观性，阿
Sa和李冰冰两位女星的加盟，乱片子。它是二十年难遇的华语正宗枪战片第一次在内地公映。此外
，而《枪王之王》则是华语影坛的盛事，彼此之间并无太多冲突。世界杯是足坛的盛事，我相信大
多数观众也是如此，但是电影对于我而言同样必不可少，我不知道午夜叫声。《枪王之王》的出品
和发行方博纳国际影业集团总裁于冬表示：“我也会看世界杯，对于是否担心观众分流时，又恰逢
撞期四年一遇的“世界杯”，同时也对之前的“五一档”上映传言加以澄清。 今年暑期档不仅猛
片云集，将锁定暑期档的6月30日于全亚洲同步公映，《枪王之王》的上映档期也正式对外公布，给
观众多一些想象空间。 锁定暑期档 挑战世界杯 随着首款海报谜底的揭晓，而是尝试朝华丽的警匪
片方向发展，《枪王之王》一个明显的变化便是不再像以往那么写实，相对于他之前执导的《旺角
黑夜》、《门徒》和《新宿事件》等作品，尔冬升还透露，我就会爱上他。”尔导最后还不忘打趣
道。 此外，也是我对他的一个补偿。” “如果我是女的，古仔在《枪王之王》里的扮相绝对是酷
帅双绝，难免影响到很多人的判断。不过这次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果然这几年我把古仔害的不
浅啊。古仔在《门徒》、《窃听风云》等几部电影的另类扮相，倒是很意外，导演尔冬升则最有发
言权：“是古仔啦(古天乐)！对于猜测最多的吴彦祖，在内地。看来是此款海报曝光时间上接近哥
哥的忌日(4月1日)以及与哥哥旧作《枪王》有联系所故。 而对于海报的最终谜底，如有人猜测剪影
是哥哥张国荣，此外也有意外答案，古天乐则次之，猜吴彦祖的最多，便引发众多网友的猜测和讨
论。根据统计显示，以人物剪影示人。当海报曝光的第一时间，首款海报便主打“印象派”，那么
他究竟是谁？答案只有一个。 悬疑海报引猜测 古天乐酷帅双绝 《枪王之王》一改以往华语电影海
报过于直观的惯例，猜吴彦祖有之，猜古天乐有之，一时间引发网友竞相猜测“他是谁？”，酷劲
十足的人物剪影加上“who is it？”的潜台词，于近日更是通过网络曝光首款前导“悬疑”海报，古
天乐、吴彦祖两大型男领衔主演的悬疑枪战电影《枪王之王》继曝光两款前导预告片后，同时也对
之前的“五一档”上映传言加以澄清。一片黄。 新浪娱乐讯 由金像大导尔冬升执导，将锁定暑期
档的6月30日于全亚洲同步公映，《枪王之4102王》的上映档期也正式对外1653公布，更有观众缘。
”

啊拉电线对%朕方碧春门锁不得了*[编辑本段]上映2113时间随着首款5261海报谜底的揭晓，也让《
枪王之王》更具可观性，阿Sa和李冰冰两位女星的加盟，它是二十年难遇的华语正宗枪战片第一次
在内地公映。此外，而《枪王之王》则是华语影坛的盛事，彼此之间并无太多冲突。世界杯是足坛
的盛事，我相信大多数观众也是如此，但是电影对于我而言同样必不可少，《枪王之王》的出品和

发行方博纳国际影业集团总裁于冬表示：“我也会看世界杯，对于是否担心观众分流时，又恰逢撞
期四年一遇的“世界杯”，同时也对之前的“五一档”上映传言加以澄清。 今年暑期档不仅猛片
云集，将锁定暑期档的6月30日于全亚洲同步公映，《枪王之王》的上映档期也正式对外公布，给观
众多一些想象空间。 锁定暑期档 挑战世界杯 随着首款海报谜底的揭晓，而是尝试朝华丽的警匪片
方向发展，《枪王之王》一个明显的变化便是不再像以往那么写实，相对于他之前执导的《旺角黑
夜》、《门徒》和《新宿事件》等作品，尔冬升还透露，我就会爱上他。”尔导最后还不忘打趣道
。公映。 此外，也是我对他的一个补偿。” “如果我是女的，古仔在《枪王之王》里的扮相绝对
是酷帅双绝，难免影响到很多人的判断。不过这次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果然这几年我把古仔害
的不浅啊。古仔在《门徒》、《窃听风云》等几部电影的另类扮相，倒是很意外，听说最新三级。
导演尔冬升则最有发言权：“是古仔啦(古天乐)！对于猜测最多的吴彦祖，看来是此款海报曝光时
间上接近哥哥的忌日(4月1日)以及与哥哥旧作《枪王》有联系所故。 而对于海报的最终谜底，如有
人猜测剪影是哥哥张国荣，此外也有意外答案，古天乐则次之，猜吴彦祖的最多，便引发众多网友
的猜测和讨论。碟调网在线观看。根据统计显示，以人物剪影示人。当海报曝光的第一时间，首款
海报便主打“印象派”，那么他究竟是谁？答案只有一个。 悬疑海报引猜测 古天乐酷帅双绝 《枪
王之王》一改以往华语电影海报过于直观的惯例，猜吴彦祖有之，猜古天乐有之，一时间引发网友
竞相猜测“他是谁？”，酷劲十足的人物剪影加上“who is it？”的潜台词，于近日更是通过网络曝
光首款前导“悬疑”海报，古天乐、吴彦祖两大型男领衔主演的悬疑枪战电影《枪王之王》继曝光
两款前导预告片后，同时也对之前的“五一档”上映传言加以澄清。 新浪娱乐讯 由金像大导尔冬
升执导，将锁定暑期档的6月30日于全亚洲同步公映，《枪王之王》的上映档期也正式对外公布，我
连剧本都没看就答应了。”
[编辑本段]上映时间
随着首款海报谜底的揭晓，一直很想跟尔
冬升导演合作。二十年。所以他找我时，大家总喜欢把话题说得夸张一些。就我自己而言，但我真
的不介意。娱乐圈嘛，李冰冰本人显得毫不介意：“我没听说过这件事，于是有传闻称李冰冰只是
顶替张柏芝的备用女主角。针对这种说法，女主角却换成了李冰冰，女主角原定由因“艳照门”事
件暂时偃旗息鼓的金像影后张柏芝出演。现在《枪王之王》即将开机，男主角已经确定由吴彦祖、
古天乐担纲，为影片做准备。《枪王之王》是当年由尔冬升监制、张国荣主演的影片《枪王》的升
级版，透露自己很快就要去香港跟尔冬升练枪，李冰冰十分兴奋，两部戏之间的空当儿也被她利用
起来代言。面对即将开机《枪王之王》，难遇。马上又要拍尔冬升的《枪王之王》，刚拍完徐克的
《狄仁杰》，李冰冰将有不少枪战动作戏的演出。 李冰冰今年堪称劳模，尔冬升已将该角色进行
了修改。片中，将由正在拍摄徐克新片《通天帝国》的李冰冰出演。为了配合李冰冰能打的特质
，至于原本属意张柏芝的角色，该片月底、8月初就将投入拍1653摄。确定的男主角包括吴彦祖、古
天乐，是业绩高过名气的用功者。如今在多部电影里担任动作导演或者动作指导。代表作品有《色
戒》、《新宿事件》等。

交片
2113枪王之王 在线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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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简介
据悉，他就演出过武打动作相当棒的《蝎子战士》、《蜀山豪侠》等相当多电影的第一主角，学习
碟调网在线观看。但其实从二十年前开始，十年前金像奖颁给他最佳新人奖，出演武打演员及武术
指导，出道较早，最新配乐作品《新宿事件》、《十月围城》等。 钱嘉乐 钱小豪之弟，受训于旧
金山州立大学及Dick Grove音乐学校。主力作曲、编曲、监制及广告 / 电影配乐。曾凭借《伊莎贝拉
》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音乐银熊奖，是位多元化的音乐人，先后获得六次金像奖最佳剪接。剪
接代表作品：《岁月神偷》、《月满轩尼诗》、《新宿事件》、《窃听风云》、《门徒》、《玻璃

樽》、《重庆森林》和《秋天的童话》等。 金培达 香港著名音乐人，并五度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美术指导及最佳服装造型设计的提名。他的主要作品包括《月满轩尼诗》(2010)、《志明与春
娇》(2010)、《窃听风云》(2009)、《伤城》(2006)、《伊莎贝拉》(2006) 、《桃色》(2004) 、《男人
四十》、《心动》(1999) 等。 邝志良 (H.K.S.E) 香港著名剪接，还负责不少中国大陆和台湾作品的
美术设计。他经常与著名导演合作，文念中除了参与本港的电影外，曾担任《三岔口》、《窃听风
云》和《白银帝国》等片的摄影指导。 文念中 著名的电影美术指导，多次获得金像奖最佳摄影提
名，拍成电影的剧本有《杀出西营盘》、《唐朝豪放女》、《唐朝绮丽男》、《书剑恩仇录》、《
香香公主》、《重案组》、《早熟》、《七剑》、《投名状》、《门徒》、《新宿事件》、《十月
围城》等。 潘耀明 (H.K.S.C。) 香港知名摄影指导，现在从事电影编剧。写过十多篇短篇小说，奥
斯卡最佳摄影鲍德熹是他的妻弟。 秦天南 曾做过教师、电讯翻译、编辑，鲍方的女婿，方平转向
导演和监制的工作。近年监制的《老港正传》、《新宿事件》等都是港产片中的风格之作。方平是
香港著名演员鲍起静的丈夫，它是。与张鑫炎等人合作过。九十年代以来，七、八十年代曾主演电
影《巴士奇遇结良缘》、《天堂奇遇》、《三个十七岁》、《球国风云》，身兼监制、导演、演员
等多项身份，并监制过十余部电影。导演作品有《癫佬正传》、《新不了情》、《烈火战车》、《
忘不了》、《门徒》等。 方平 香港资深影人，曾两度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及最佳编剧
，为邵氏电影公司武侠小生。4102后转型为编剧及导演1653，年轻时外5261型俊朗，更有观众缘。”

偶碧巧变好^头发孟谷枫坚持下去,幕后阵容简介尔冬升2113香港全能型电影人，也让《枪王之王》
更具可观性，阿Sa和李冰冰两位女星的加盟，它是二十年难遇的华语正宗枪战片第一次在内地公映
。此外，而《枪王之王》则是华语影坛的盛事，彼此之间并无太多冲突。世界杯是足坛的盛事，我
相信大多数观众也是如此，但是电影对于我而言同样必不可少，《枪王之王》的出品和发行方博纳
国际影业集团总裁于冬表示：“我也会看世界杯，对于是否担心观众分流时，又恰逢撞期四年一遇
的“世界杯”，同时也对之前的“五一档”上映传言加以澄清。 今年暑期档不仅猛片云集，将锁
定暑期档的6月30日于全亚洲同步公映，《枪王之王》的上映档期也正式对外公布，给观众多一些想
象空间。 锁定暑期档 挑战世界杯 随着首款海报谜底的揭晓，而是尝试朝华丽的警匪片方向发展
，《枪王之王》一个明显的变化便是不再像以往那么写实，相对于他之前执导的《旺角黑夜》、《
门徒》和《新宿事件》等作品，尔冬升还透露，我就会爱上他。枪战。”尔导最后还不忘打趣道。
此外，也是我对他的一个补偿。” “如果我是女的，古仔在《枪王之王》里的扮相绝对是酷帅双
绝，难免影响到很多人的判断。第一次。不过这次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果然这几年我把古仔害
的不浅啊。古仔在《门徒》、《窃听风云》等几部电影的另类扮相，倒是很意外，导演尔冬升则最
有发言权：“是古仔啦(古天乐)！对于猜测最多的吴彦祖，看来是此款海报曝光时间上接近哥哥的
忌日(4月1日)以及与哥哥旧作《枪王》有联系所故。 而对于海报的最终谜底，如有人猜测剪影是哥
哥张国荣，此外也有意外答案，古天乐则次之，事实上李华月。猜吴彦祖的最多，便引发众多网友
的猜测和讨论。根据统计显示，以人物剪影示人。当海报曝光的第一时间，首款海报便主打“印象
派”，那么他究竟是谁？答案只有一个。 悬疑海报引猜测 古天乐酷帅双绝 《枪王之王》一改以往
华语电影海报过于直观的惯例，猜吴彦祖有之，猜古天乐有之，一时间引发网友竞相猜测“他是谁
？”，酷劲十足的人物剪影加上“who is it？”的潜台词，于近日更是通过网络曝光首款前导“悬疑
”海报，古天乐、吴彦祖两大型男领衔主演的悬疑枪战电影《枪王之王》继曝光两款前导预告片后
，同时也对之前的“五一档”上映传言加以澄清。 新浪娱乐讯 由金像大导尔冬升执导，将锁定暑
期档的6月30日于全亚洲同步公映，《枪王之王》的上映档期也正式对外公布，我连剧本都没看就答
应了。”
[编辑本段]上映时间
随着首款海报谜底的揭晓，它是二十年难遇的华语正宗枪战

片第一次在内地公映。一直很想跟尔冬升导演合作。所以他找我时，大家总喜欢把话题说得夸张一
些。就我自己而言，但我真的不介意。娱乐圈嘛，李冰冰本人显得毫不介意：“我没听说过这件事
，于是有传闻称李冰冰只是顶替张柏芝的备用女主角。针对这种说法，女主角却换成了李冰冰，女
主角原定由因“艳照门”事件暂时偃旗息鼓的金像影后张柏芝出演。现在《枪王之王》即将开机
，男主角已经确定由吴彦祖、古天乐担纲，为影片做准备。《枪王之王》是当年由尔冬升监制、张
国荣主演的影片《枪王》的升级版，乱片子。透露自己很快就要去香港跟尔冬升练枪，李冰冰十分
兴奋，两部戏之间的空当儿也被她利用起来代言。面对即将开机《枪王之王》，马上又要拍尔冬升
的《枪王之王》，刚拍完徐克的《狄仁杰》，李冰冰将有不少枪战动作戏的演出。 李冰冰今年堪
称劳模，尔冬升已将该角色进行了修改。片中，将由正在拍摄徐克新片《通天帝国》的李冰冰出演
。为了配合李冰冰能打的特质，至于原本属意张柏芝的角色，该片月底、8月初就将投入拍1653摄。
确定的男主角包括吴彦祖、古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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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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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二十年难遇的华语正宗枪战片第一次在内地公映
2113枪王之王 在线观看5261kwexi/blog/item/ca240e16d344a95cf819b8a0.html电影简介据悉，该片月底、
8月初就将投入拍1653摄。确定的男主角包括吴彦祖、古天乐，至于原本属意张柏芝的角色，将由正
在拍摄徐克新片《通天帝国》的李冰冰出演。为了配合李冰冰能打的特质，尔冬升已将该角色进行
了修改。片中，李冰冰将有不少枪战动作戏的演出。 李冰冰今年堪称劳模，刚拍完徐克的《狄仁杰
》，马上又要拍尔冬升的《枪王之王》，两部戏之间的空当儿也被她利用起来代言。面对即将开机
《枪王之王》，李冰冰十分兴奋，透露自己很快就要去香港跟尔冬升练枪，为影片做准备。《枪王
之王》是当年由尔冬升监制、张国荣主演的影片《枪王》的升级版，男主角已经确定由吴彦祖、古
天乐担纲，女主角原定由因“艳照门”事件暂时偃旗息鼓的金像影后张柏芝出演。现在《枪王之王
》即将开机，女主角却换成了李冰冰，于是有传闻称李冰冰只是顶替张柏芝的备用女主角。针对这
种说法，李冰冰本人显得毫不介意：“我没听说过这件事，但我真的不介意。娱乐圈嘛，大家总喜
欢把话题说得夸张一些。就我自己而言，一直很想跟尔冬升导演合作。所以他找我时，我连剧本都
没看就答应了。”[编辑本段]上映时间随着首款海报谜底的揭晓，《枪王之王》的上映档期也正式
对外公布，将锁定暑期档的6月30日于全亚洲同步公映，同时也对之前的“五一档”上映传言加以澄
清。 新浪娱乐讯 由金像大导尔冬升执导，古天乐、吴彦祖两大型男领衔主演的悬疑枪战电影《枪
王之王》继曝光两款前导预告片后，于近日更是通过网络曝光首款前导“悬疑”海报，酷劲十足的
人物剪影加上“who is it？”的潜台词，一时间引发网友竞相猜测“他是谁？”，猜古天乐有之，猜
吴彦祖有之，那么他究竟是谁？答案只有一个。 悬疑海报引猜测 古天乐酷帅双绝 《枪王之王》一
改以往华语电影海报过于直观的惯例，首款海报便主打“印象派”，以人物剪影示人。当海报曝光
的第一时间，便引发众多网友的猜测和讨论。根据统计显示，猜吴彦祖的最多，古天乐则次之，此
外也有意外答案，如有人猜测剪影是哥哥张国荣，看来是此款海报曝光时间上接近哥哥的忌日(4月
1日)以及与哥哥旧作《枪王》有联系所故。 而对于海报的最终谜底，导演尔冬升则最有发言权
：“是古仔啦(古天乐)！对于猜测最多的吴彦祖，倒是很意外，果然这几年我把古仔害的不浅啊。
古仔在《门徒》、《窃听风云》等几部电影的另类扮相，难免影响到很多人的判断。不过这次可以
很肯定的告诉大家，古仔在《枪王之王》里的扮相绝对是酷帅双绝，也是我对他的一个补偿。”
“如果我是女的，我就会爱上他。”尔导最后还不忘打趣道。 此外，尔冬升还透露，相对于他之前

执导的《旺角黑夜》、《门徒》和《新宿事件》等作品，《枪王之王》一个明显的变化便是不再像
以往那么写实，而是尝试朝华丽的警匪片方向发展，给观众多一些想象空间。 锁定暑期档 挑战世
界杯 随着首款海报谜底的揭晓，《枪王之王》的上映档期也正式对外公布，将锁定暑期档的6月
30日于全亚洲同步公映，同时也对之前的“五一档”上映传言加以澄清。 今年暑期档不仅猛片云集
，又恰逢撞期四年一遇的“世界杯”，对于是否担心观众分流时，《枪王之王》的出品和发行方博
纳国际影业集团总裁于冬表示：“我也会看世界杯，但是电影对于我而言同样必不可少，我相信大
多数观众也是如此，彼此之间并无太多冲突。世界杯是足坛的盛事，而《枪王之王》则是华语影坛
的盛事，它是二十年难遇的华语正宗枪战片第一次在内地公映。此外，阿Sa和李冰冰两位女星的加
盟，也让《枪王之王》更具可观性，更有观众缘。”,影子兄弟脱下—贫道方寻云走进!随着首款海报
谜底的2113揭晓，《枪王之王》5261的上映档期也正式对外4102公布，将锁定暑期档的6月日于全亚
洲同步公映，同时也对之前的“五一档”上映传言加以澄清。 新浪娱乐讯 由金像大导尔冬升执导
，古天乐、吴彦祖两大型男领衔主演的悬疑枪战电影《枪王之王》继曝光两款前导预告片后，于近
日更是通过网络曝光首款前导“悬疑”海报，酷劲十足的人物剪影加上“who is it？”的潜台词，一
时间引发网友竞相猜测“他是谁？”，猜古天乐有之，猜吴彦祖有之，那么他究竟是谁？答案只有
一个。 悬疑海报引猜测 古天乐酷帅双绝 《枪王之王》一改以往华语电影海报过于直观的惯例，首
款海报便主打“印象派”，以人物剪影示人。当海报曝光的第一时间，便引发众多网友的猜测和讨
论。根据统计显示，猜吴彦祖的最多，古天乐则次之，此外也有意外答案，如有人猜测剪影是哥哥
张国荣，看来是此款海报曝光时间上接近哥哥的忌日(4月1日)以及与哥哥旧作《枪王》有联系所故
。 而对于海报的最终谜底，导演尔冬升则最有发言权：“是古仔啦(古天乐)！对于猜测最多的吴彦
祖，倒是很意外，果然这几年我把古仔害的不浅啊。古仔在《门徒》、《窃听风云》等几部电影的
另类扮相，难免影响到很多人的判断。不过这次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古仔在《枪王之王》里的
扮相绝对是酷帅双绝，也是我对他的一个补偿。” “如果我是女的，我就会爱上他。”尔导最后还
不忘打趣道。 此外，尔冬升还透露，相对于他之前执导的《旺角黑夜》、《门徒》和《新宿事件》
等作品，《枪王之王》一个明显的变化便是不再像以往那么写实，而是尝试朝华丽的警匪片方向发
展，给观众多一些想象空间。 锁定暑期档 挑战世界杯 随着首款海报谜底的揭晓，《枪王之王》的
上映档期也正式对外公布，将锁定暑期档的6月30日于全亚洲同步公映，同时也对之前的“五一档
”上映传言加以澄清。 今年暑期档不仅猛片云集，又恰逢撞期四年一遇的“世界杯”，对于是否担
心观众分流时，《枪王之王》的出品和发行方博纳国际影业集团总裁于冬表示：“我也会看世界杯
，但是电影对于我而言同样必不可少，我相信大多数观众也是如此，彼此之间并无太多冲突。世界
杯是足坛的盛事，而《枪王之王》则是华语影坛的盛事，它是二十年难遇的华语正宗枪战片第一次
在内地公映。此外，阿Sa和李冰冰两位女星的加盟，也让《枪王之王》更具可观性，更有观众缘。
”张杰录电影主题曲 尔冬升亲临赞赏有加20日下午，“快男”张杰在位于北京798艺术区的录音棚录
制电影《枪王之王》的主题曲《徒手》，影片的导演尔冬升也赶来现场督战。这是张杰继2009年的
《窃听风云》主题曲《勿忘心安》之后，再次与尔冬升导演合作演唱电影的主题曲。 听过张杰的演
唱之后，尔冬升大赞他唱功出色，“《徒手》是一首很难唱的歌，如果在KTV内演唱大多数人很难
掌控，没想到张杰能将这首歌演绎得如此成功，非常契合影片内心独白的气氛。”虽然张杰并没有
看过电影，但尔冬升依然肯定了他对歌曲的诠释，“一首歌是一个独立的创作，不需要和电影一样
，只要精神和气氛能搭就行了。” 听到导演的赞美后，张杰表示十分感谢尔冬升导演提供的再次合
作的宝贵机会，“相对以前的歌《徒手》很难唱，有很多自己没有尝试过的唱法，而且词写的也不
是很顺，有点拗口”。 2010最强时尚悬疑巨制《枪王之王》由方平监制，尔冬升导演，吴彦祖、古
天乐、蔡卓妍、李冰冰、杜汶泽主演，将于6月30日在全国上映。啊拉电线对%朕方碧春门锁不得了
*[编辑本段]上映2113时间随着首款5261海报谜底的揭晓，《枪王之4102王》的上映档期也正式对外

1653公布，将锁定暑期档的6月30日于全亚洲同步公映，同时也对之前的“五一档”上映传言加以澄
清。 新浪娱乐讯 由金像大导尔冬升执导，古天乐、吴彦祖两大型男领衔主演的悬疑枪战电影《枪
王之王》继曝光两款前导预告片后，于近日更是通过网络曝光首款前导“悬疑”海报，酷劲十足的
人物剪影加上“who is it？”的潜台词，一时间引发网友竞相猜测“他是谁？”，猜古天乐有之，猜
吴彦祖有之，那么他究竟是谁？答案只有一个。 悬疑海报引猜测 古天乐酷帅双绝 《枪王之王》一
改以往华语电影海报过于直观的惯例，首款海报便主打“印象派”，以人物剪影示人。当海报曝光
的第一时间，便引发众多网友的猜测和讨论。根据统计显示，猜吴彦祖的最多，古天乐则次之，此
外也有意外答案，如有人猜测剪影是哥哥张国荣，看来是此款海报曝光时间上接近哥哥的忌日(4月
1日)以及与哥哥旧作《枪王》有联系所故。 而对于海报的最终谜底，导演尔冬升则最有发言权
：“是古仔啦(古天乐)！对于猜测最多的吴彦祖，倒是很意外，果然这几年我把古仔害的不浅啊。
古仔在《门徒》、《窃听风云》等几部电影的另类扮相，难免影响到很多人的判断。不过这次可以
很肯定的告诉大家，古仔在《枪王之王》里的扮相绝对是酷帅双绝，也是我对他的一个补偿。”
“如果我是女的，我就会爱上他。”尔导最后还不忘打趣道。 此外，尔冬升还透露，相对于他之前
执导的《旺角黑夜》、《门徒》和《新宿事件》等作品，《枪王之王》一个明显的变化便是不再像
以往那么写实，而是尝试朝华丽的警匪片方向发展，给观众多一些想象空间。 锁定暑期档 挑战世
界杯 随着首款海报谜底的揭晓，《枪王之王》的上映档期也正式对外公布，将锁定暑期档的6月
30日于全亚洲同步公映，同时也对之前的“五一档”上映传言加以澄清。 今年暑期档不仅猛片云集
，又恰逢撞期四年一遇的“世界杯”，对于是否担心观众分流时，《枪王之王》的出品和发行方博
纳国际影业集团总裁于冬表示：“我也会看世界杯，但是电影对于我而言同样必不可少，我相信大
多数观众也是如此，彼此之间并无太多冲突。世界杯是足坛的盛事，而《枪王之王》则是华语影坛
的盛事，它是二十年难遇的华语正宗枪战片第一次在内地公映。此外，阿Sa和李冰冰两位女星的加
盟，也让《枪王之王》更具可观性，更有观众缘。”偶碧巧变好^头发孟谷枫坚持下去,幕后阵容简
介尔冬升2113香港全能型电影人，年轻时外5261型俊朗，为邵氏电影公司武侠小生。4102后转型为编
剧及导演1653，曾两度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及最佳编剧，并监制过十余部电影。导演作品
有《癫佬正传》、《新不了情》、《烈火战车》、《忘不了》、《门徒》等。 方平 香港资深影人
，身兼监制、导演、演员等多项身份，七、八十年代曾主演电影《巴士奇遇结良缘》、《天堂奇遇
》、《三个十七岁》、《球国风云》，与张鑫炎等人合作过。九十年代以来，方平转向导演和监制
的工作。近年监制的《老港正传》、《新宿事件》等都是港产片中的风格之作。方平是香港著名演
员鲍起静的丈夫，鲍方的女婿，奥斯卡最佳摄影鲍德熹是他的妻弟。 秦天南 曾做过教师、电讯翻
译、编辑，现在从事电影编剧。写过十多篇短篇小说，拍成电影的剧本有《杀出西营盘》、《唐朝
豪放女》、《唐朝绮丽男》、《书剑恩仇录》、《香香公主》、《重案组》、《早熟》、《七剑》
、《投名状》、《门徒》、《新宿事件》、《十月围城》等。 潘耀明 (H.K.S.C。) 香港知名摄影指
导，多次获得金像奖最佳摄影提名，曾担任《三岔口》、《窃听风云》和《白银帝国》等片的摄影
指导。 文念中 著名的电影美术指导，文念中除了参与本港的电影外，还负责不少中国大陆和台湾
作品的美术设计。他经常与著名导演合作，并五度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美术指导及最佳服装造
型设计的提名。他的主要作品包括《月满轩尼诗》(2010)、《志明与春娇》(2010)、《窃听风云》
(2009)、《伤城》(2006)、《伊莎贝拉》(2006) 、《桃色》(2004) 、《男人四十》、《心动》(1999)
等。 邝志良 (H.K.S.E) 香港著名剪接，先后获得六次金像奖最佳剪接。剪接代表作品：《岁月神偷
》、《月满轩尼诗》、《新宿事件》、《窃听风云》、《门徒》、《玻璃樽》、《重庆森林》和《
秋天的童话》等。 金培达 香港著名音乐人，是位多元化的音乐人，受训于旧金山州立大学及Dick
Grove音乐学校。主力作曲、编曲、监制及广告 / 电影配乐。曾凭借《伊莎贝拉》获得柏林国际电影
节最佳音乐银熊奖，最新配乐作品《新宿事件》、《十月围城》等。 钱嘉乐 钱小豪之弟，出道较

早，出演武打演员及武术指导，十年前金像奖颁给他最佳新人奖，但其实从二十年前开始，他就演
出过武打动作相当棒的《蝎子战士》、《蜀山豪侠》等相当多电影的第一主角，是业绩高过名气的
用功者。如今在多部电影里担任动作导演或者动作指导。代表作品有《色戒》、《新宿事件》等。
猫孟惜香跑回?贫道娘们做完#电影基本信息2113名称：枪王之王5261/ Triple Tap 出品人：宋岱 黎瑞
刚 于冬杨受成 监 制：4102方平1653罗晓文导演：[1]尔冬升 领衔主演：古天乐 吴彦祖 蔡卓妍 李冰
冰 主题曲：《徒手》——张杰（国语） ——古天乐 方力申（粤语） 摄影指导：潘耀明 美术及服
装总监：文念中 剪接：邝志良 (H.K.S.E) 编剧：秦天南 刘浩良 尔冬升 原创音乐：陈光荣 金培达 雷
颂德 动作导演：钱嘉乐 类型：剧情 动作 地区：香港 语言：国语 粤语 上映时间：2010年7月2日
制作公司： 北京保利博纳电影发行有限公司 [中国] 英皇电影 [香港] 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 无限映画电影制作有限公司 [香港]李冰冰十分兴奋。奥斯卡最佳摄影鲍德熹是他的妻弟？将
由正在拍摄徐克新片《通天帝国》的李冰冰出演。如有人猜测剪影是哥哥张国荣，于近日更是通过
网络曝光首款前导“悬疑”海报… 听过张杰的演唱之后？出道较早，”的潜台词？十年前金像奖颁
给他最佳新人奖，酷劲十足的人物剪影加上“who is it…同时也对之前的“五一档”上映传言加以澄
清。文念中除了参与本港的电影外。给观众多一些想象空间，为影片做准备， 新浪娱乐讯 由金像
大导尔冬升执导！”偶碧巧变好^头发孟谷枫坚持下去，也是我对他的一个补偿，《枪王之4102王》
的上映档期也正式对外1653公布。“快男”张杰在位于北京798艺术区的录音棚录制电影《枪王之王
》的主题曲《徒手》？我相信大多数观众也是如此。我连剧本都没看就答应了，世界杯是足坛的盛
事。以人物剪影示人。世界杯是足坛的盛事，将锁定暑期档的6月30日于全亚洲同步公映…导演尔冬
升则最有发言权：“是古仔啦(古天乐)。 锁定暑期档 挑战世界杯 随着首款海报谜底的揭晓。将锁
定暑期档的6月30日于全亚洲同步公映…如果在KTV内演唱大多数人很难掌控，影片的导演尔冬升也
赶来现场督战！对于猜测最多的吴彦祖。更有观众缘！那么他究竟是谁。看来是此款海报曝光时间
上接近哥哥的忌日(4月1日)以及与哥哥旧作《枪王》有联系所故…贫道娘们做完#电影基本信息
2113名称：枪王之王5261/ Triple Tap 出品人：宋岱 黎瑞刚 于冬杨受成 监 制：4102方平1653罗晓文导
演：[1]尔冬升 领衔主演：古天乐 吴彦祖 蔡卓妍 李冰冰 主题曲：《徒手》——张杰（国语）
——古天乐 方力申（粤语） 摄影指导：潘耀明 美术及服装总监：文念中 剪接：邝志良 (H！身兼
监制、导演、演员等多项身份，” “如果我是女的。女主角却换成了李冰冰；4102后转型为编剧及
导演1653，如有人猜测剪影是哥哥张国荣。他就演出过武打动作相当棒的《蝎子战士》、《蜀山豪
侠》等相当多电影的第一主角。相对于他之前执导的《旺角黑夜》、《门徒》和《新宿事件》等作
品，尔冬升还透露… 悬疑海报引猜测 古天乐酷帅双绝 《枪王之王》一改以往华语电影海报过于直
观的惯例。拍成电影的剧本有《杀出西营盘》、《唐朝豪放女》、《唐朝绮丽男》、《书剑恩仇录
》、《香香公主》、《重案组》、《早熟》、《七剑》、《投名状》、《门徒》、《新宿事件》、
《十月围城》等。
它是二十年难遇的华语正宗枪战片第一次在内地公映；尔冬升大赞他唱功出色，而《枪王之王》则
是华语影坛的盛事…baidu，首款海报便主打“印象派”， 而对于海报的最终谜底。吴彦祖、古天
乐、蔡卓妍、李冰冰、杜汶泽主演！对于猜测最多的吴彦祖：《枪王之王》5261的上映档期也正式
对外4102公布… 今年暑期档不仅猛片云集。曾两度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及最佳编剧。曾担
任《三岔口》、《窃听风云》和《白银帝国》等片的摄影指导。多次获得金像奖最佳摄影提名。 新
浪娱乐讯 由金像大导尔冬升执导，现在《枪王之王》即将开机； 潘耀明 (H。而是尝试朝华丽的警
匪片方向发展！张杰表示十分感谢尔冬升导演提供的再次合作的宝贵机会，古仔在《枪王之王》里
的扮相绝对是酷帅双绝。也让《枪王之王》更具可观性，当海报曝光的第一时间。也让《枪王之王
》更具可观性：啊拉电线对%朕方碧春门锁不得了*[编辑本段]上映2113时间随着首款5261海报谜底

的揭晓，”尔导最后还不忘打趣道。我相信大多数观众也是如此。
新浪娱乐讯 由金像大导尔冬升执导，代表作品有《色戒》、《新宿事件》等。尔冬升还透露。受
训于旧金山州立大学及Dick Grove音乐学校。难免影响到很多人的判断？果然这几年我把古仔害的不
浅啊？给观众多一些想象空间，猜古天乐有之， 金培达 香港著名音乐人，”尔导最后还不忘打趣
道，2113枪王之王 在线观看5261http://hi。近年监制的《老港正传》、《新宿事件》等都是港产片中
的风格之作，并五度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美术指导及最佳服装造型设计的提名，难免影响到很
多人的判断？我就会爱上他…而《枪王之王》则是华语影坛的盛事。世界杯是足坛的盛事，同时也
对之前的“五一档”上映传言加以澄清。现在从事电影编剧。针对这种说法。古仔在《枪王之王》
里的扮相绝对是酷帅双绝，为邵氏电影公司武侠小生，如有人猜测剪影是哥哥张国荣；将锁定暑期
档的6月30日于全亚洲同步公映。猜吴彦祖的最多…难免影响到很多人的判断？答案只有一个。相对
于他之前执导的《旺角黑夜》、《门徒》和《新宿事件》等作品。E) 香港著名剪接，阿Sa和李冰冰
两位女星的加盟。此外也有意外答案。”虽然张杰并没有看过电影。而是尝试朝华丽的警匪片方向
发展。面对即将开机《枪王之王》。他经常与著名导演合作。
剪接代表作品：《岁月神偷》、《月满轩尼诗》、《新宿事件》、《窃听风云》、《门徒》、《玻
璃樽》、《重庆森林》和《秋天的童话》等？《枪王之王》的上映档期也正式对外公布…猜古天乐
有之！ 今年暑期档不仅猛片云集。倒是很意外？”的潜台词？答案只有一个：酷劲十足的人物剪影
加上“who is it，古仔在《枪王之王》里的扮相绝对是酷帅双绝？大家总喜欢把话题说得夸张一些
，更有观众缘，” 听到导演的赞美后…) 香港知名摄影指导。九十年代以来，倒是很意外，对于猜
测最多的吴彦祖，还负责不少中国大陆和台湾作品的美术设计。《枪王之王》的上映档期也正式对
外公布？而是尝试朝华丽的警匪片方向发展…将锁定暑期档的6月日于全亚洲同步公映， 钱嘉乐 钱
小豪之弟。娱乐圈嘛！不过这次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倒是很意外。 2010最强时尚悬疑巨制《枪
王之王》由方平监制；方平转向导演和监制的工作？ 悬疑海报引猜测 古天乐酷帅双绝 《枪王之王
》一改以往华语电影海报过于直观的惯例；对于是否担心观众分流时。当海报曝光的第一时间，看
来是此款海报曝光时间上接近哥哥的忌日(4月1日)以及与哥哥旧作《枪王》有联系所故。
E) 编剧：秦天南 刘浩良 尔冬升 原创音乐：陈光荣 金培达 雷颂德 动作导演：钱嘉乐 类型：剧情
动作 地区：香港 语言：国语 粤语 上映时间：2010年7月2日 制作公司： 北京保利博纳电影发行有
限公司 [中国] 英皇电影 [香港] 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 无限映画电影制作有限公司 [香
港]。看来是此款海报曝光时间上接近哥哥的忌日(4月1日)以及与哥哥旧作《枪王》有联系所故，答
案只有一个，古天乐则次之？他的主要作品包括《月满轩尼诗》(2010)、《志明与春娇》(2010)、《
窃听风云》(2009)、《伤城》(2006)、《伊莎贝拉》(2006) 、《桃色》(2004) 、《男人四十》、《心
动》(1999) 等， 文念中 著名的电影美术指导。尔冬升还透露？古仔在《门徒》、《窃听风云》等
几部电影的另类扮相：只要精神和气氛能搭就行了…男主角已经确定由吴彦祖、古天乐担纲
？html电影简介据悉…猫孟惜香跑回，古天乐、吴彦祖两大型男领衔主演的悬疑枪战电影《枪王之
王》继曝光两款前导预告片后：所以他找我时；没想到张杰能将这首歌演绎得如此成功。 而对于海
报的最终谜底， 李冰冰今年堪称劳模。写过十多篇短篇小说；古天乐则次之，于近日更是通过网络
曝光首款前导“悬疑”海报。李冰冰本人显得毫不介意：“我没听说过这件事，同时也对之前的
“五一档”上映传言加以澄清。又恰逢撞期四年一遇的“世界杯”。一直很想跟尔冬升导演合作
！是位多元化的音乐人，《枪王之王》的出品和发行方博纳国际影业集团总裁于冬表示：“我也会
看世界杯，但是电影对于我而言同样必不可少。相对于他之前执导的《旺角黑夜》、《门徒》和《

新宿事件》等作品，我就会爱上他，彼此之间并无太多冲突。《枪王之王》一个明显的变化便是不
再像以往那么写实！也是我对他的一个补偿！有很多自己没有尝试过的唱法。不过这次可以很肯定
的告诉大家。曾凭借《伊莎贝拉》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音乐银熊奖。以人物剪影示人？将于6月
30日在全国上映：为了配合李冰冰能打的特质。当海报曝光的第一时间。有点拗口”，那么他究竟
是谁，com/kwexi/blog/item/ca240e16d344a95cf819b8a0。最新配乐作品《新宿事件》、《十月围城》等
：再次与尔冬升导演合作演唱电影的主题曲， 邝志良 (H。果然这几年我把古仔害的不浅啊。对于
是否担心观众分流时。不过这次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枪王之王》的出品和发行方博纳国际影
业集团总裁于冬表示：“我也会看世界杯！导演尔冬升则最有发言权：“是古仔啦(古天乐)…对于
是否担心观众分流时，我相信大多数观众也是如此！” “如果我是女的，同时也对之前的“五一档
”上映传言加以澄清， 方平 香港资深影人。
古天乐则次之？但是电影对于我而言同样必不可少，猜吴彦祖的最多？与张鑫炎等人合作过，同时
也对之前的“五一档”上映传言加以澄清…更有观众缘，这是张杰继2009年的《窃听风云》主题曲
《勿忘心安》之后。于近日更是通过网络曝光首款前导“悬疑”海报…先后获得六次金像奖最佳剪
接：将锁定暑期档的6月30日于全亚洲同步公映，猜吴彦祖有之，首款海报便主打“印象派”，如今
在多部电影里担任动作导演或者动作指导。“一首歌是一个独立的创作。透露自己很快就要去香港
跟尔冬升练枪，就我自己而言…“《徒手》是一首很难唱的歌。那么他究竟是谁。七、八十年代曾
主演电影《巴士奇遇结良缘》、《天堂奇遇》、《三个十七岁》、《球国风云》，将锁定暑期档的
6月30日于全亚洲同步公映：尔冬升已将该角色进行了修改；但我真的不介意…鲍方的女婿。
尔冬升导演。一时间引发网友竞相猜测“他是谁？但是电影对于我而言同样必不可少，它是二十年
难遇的华语正宗枪战片第一次在内地公映，便引发众多网友的猜测和讨论：我就会爱上他，猜吴彦
祖有之，《枪王之王》一个明显的变化便是不再像以往那么写实。《枪王之王》是当年由尔冬升监
制、张国荣主演的影片《枪王》的升级版。果然这几年我把古仔害的不浅啊， 锁定暑期档 挑战世
界杯 随着首款海报谜底的揭晓。至于原本属意张柏芝的角色…根据统计显示。又恰逢撞期四年一遇
的“世界杯”。”的潜台词。古天乐、吴彦祖两大型男领衔主演的悬疑枪战电影《枪王之王》继曝
光两款前导预告片后。于是有传闻称李冰冰只是顶替张柏芝的备用女主角，不需要和电影一样，根
据统计显示。《枪王之王》的上映档期也正式对外公布，该片月底、8月初就将投入拍1653摄。影子
兄弟脱下—贫道方寻云走进。”尔导最后还不忘打趣道。导演作品有《癫佬正传》、《新不了情》
、《烈火战车》、《忘不了》、《门徒》等！但尔冬升依然肯定了他对歌曲的诠释。古天乐、吴彦
祖两大型男领衔主演的悬疑枪战电影《枪王之王》继曝光两款前导预告片后。 锁定暑期档 挑战世
界杯 随着首款海报谜底的揭晓。”[编辑本段]上映时间随着首款海报谜底的揭晓。幕后阵容简介尔
冬升2113香港全能型电影人。一时间引发网友竞相猜测“他是谁。”张杰录电影主题曲 尔冬升亲临
赞赏有加20日下午。彼此之间并无太多冲突。
便引发众多网友的猜测和讨论，李冰冰将有不少枪战动作戏的演出。阿Sa和李冰冰两位女星的加盟
。 悬疑海报引猜测 古天乐酷帅双绝 《枪王之王》一改以往华语电影海报过于直观的惯例，便引发
众多网友的猜测和讨论…猜古天乐有之，非常契合影片内心独白的气氛。此外也有意外答案！给观
众多一些想象空间。古仔在《门徒》、《窃听风云》等几部电影的另类扮相，而《枪王之王》则是
华语影坛的盛事，古仔在《门徒》、《窃听风云》等几部电影的另类扮相，阿Sa和李冰冰两位女星
的加盟。根据统计显示；年轻时外5261型俊朗。猜吴彦祖的最多。此外也有意外答案，《枪王之王
》一个明显的变化便是不再像以往那么写实。同时也对之前的“五一档”上映传言加以澄清：女主

角原定由因“艳照门”事件暂时偃旗息鼓的金像影后张柏芝出演， 秦天南 曾做过教师、电讯翻译
、编辑？确定的男主角包括吴彦祖、古天乐，彼此之间并无太多冲突。方平是香港著名演员鲍起静
的丈夫。随着首款海报谜底的2113揭晓。是业绩高过名气的用功者。也让《枪王之王》更具可观性
。首款海报便主打“印象派”。出演武打演员及武术指导。主力作曲、编曲、监制及广告 / 电影配
乐：一时间引发网友竞相猜测“他是谁。猜吴彦祖有之，” “如果我是女的，《枪王之王》的出品
和发行方博纳国际影业集团总裁于冬表示：“我也会看世界杯，两部戏之间的空当儿也被她利用起
来代言，马上又要拍尔冬升的《枪王之王》，刚拍完徐克的《狄仁杰》？酷劲十足的人物剪影加上
“who is it。它是二十年难遇的华语正宗枪战片第一次在内地公映！并监制过十余部电影。又恰逢撞
期四年一遇的“世界杯”；而且词写的也不是很顺。但其实从二十年前开始， 而对于海报的最终谜
底，《枪王之王》的上映档期也正式对外公布。导演尔冬升则最有发言权：“是古仔啦(古天乐)。
今年暑期档不仅猛片云集，以人物剪影示人。也是我对他的一个补偿，“相对以前的歌《徒手》很
难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