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下午一點，上映剛一周，票房一路飄紅的懸疑電影《蝴蝶骨》舉行了一場答謝媒

體的見面會，主要演員悉數出席，並且見面會在網路上全程同步直播。 

見面會現場佈置得簡潔雅致，主舞臺後面是一幅巨大的之前未曝光的電影海報，

導演和演員上臺之後，閃光燈和快門聲此起彼伏，一陣劈啪作響後，除了拍片其

他時間一向沉默的導演進行了短暫的發言，麥克風便遞到了站在最中間、也是在

這部電影中飾演男主角的演員官明宇手裡。 

官明宇聽別人說話時基本都是面無表情，最多也只是微微一笑，有股冷淡的感覺，

但是眼神專注，證明他的確在認真聆聽，兩種反應融合在一起讓他有股特別的魅

力。 

麥克風一交到他手上，記者馬上開始爭相提問，幾個關於電影的基本問題之後，

問題轉移到了其他方面，比如感情問題等等。 

官明宇簡單應付過幾輪，有人突然問：「據說原凱導演的新片有意找你演男主角，

是真的嗎？」 

之前他回答問題時還會偶爾微笑一下，這回卻稍稍遲疑了一下，然後嘴角微微一

揚——這次的動作感覺連笑都算不上了。 

他淡淡地回道：「我沒有接到消息。」 

「那如果真的來找你，你會出演嗎？」 

在幾秒的思考之後，官明宇徹底沒有表情了，語氣平淡又認真地說：「我看過原

凱導演的片子，嗯……我個人並不喜歡他的風格。」 

此話一出，全場頓時安靜了，不只記者，旁邊的其他演員也呆住了，沒人想到他

竟然能在這種公共場合說出這種……不留情面的話。 

更沒有人知道此時此刻在電腦螢幕前，有一個人正目不轉睛地在看這場直播見面

會，並且已經被氣到快要吐血……正是原凱本人。 

原凱早就定好了時間看這次見面會，當然，他是衝著官明宇去的。 

他換上了寬鬆舒適的棉質家居服，赤著腳，頭頂紮了個小辮子，側躺在家裡舒適

柔軟的沙發上，泡了一杯喜歡的拿鐵，將筆記型電腦放在大腿上，早早進入了直

播頁面，見面會一開始，兩眼就直勾勾地盯著站在中間的男人，從頭到尾讚歎不

斷。 

真是帥……氣質真好，往那裡一站氣場就很厲害…… 

等記者問官明宇和他有關的問題時原凱更興奮了，沒想到還有意外收穫。 

可在對方說沒接到邀請的時候他就開始覺得有點兒不對勁了，當對方直接說出不

喜歡他的風格時，他差點兒一頭栽到沙發下。 

這就是官明宇，一個魚龍混雜的娛樂圈裡公認的耿直男人。 

他是青年演員，新科影帝，今年二十六歲，演過大大小小幾部劇之後的第二年開

始人氣急升，如今已經是時下最炙手可熱的男演員之一，公認的演技與顏值並存

的實力演員。 

除了外貌與演技，同樣被人津津樂道的還有官明宇的性格。 



比如今天的見面會，正常情況下，一般人在這種場合被問到合作問題時，都會表

現出對導演的尊敬和嚮往，或者說要等看過劇本之後才決定，就算有過不愉快的

合作經歷也會一笑而過，這樣直接說不喜歡的絕對是世間少有。 

怪不得粉絲說娛樂圈要論耿直，官明宇絕對能排前三。 

原凱的確沒跟官明宇合作過，也沒見過面，但沒見過不代表不能吹捧一下，至於

作品哪怕是沒看過或者真的不喜歡也該出於禮貌讚美一下，哪怕明顯的社交辭令

也行啊！ 

這人怎麼這麼誠實？在鏡頭面前連句場面話都不願意說，誠實的都讓人髮指了，

他們明明無冤無仇啊…… 

原凱捂著心口長歎一聲，你到底是有多不喜歡我？可我喜歡你啊。 

不是戀愛想上床的那種喜歡，而是作為一個導演，喜歡身為演員的官明宇的氣質、

表演風格，以及臉和身材，好比一件藝術品，讓人著迷。 

說起來，原凱也是藝人出身，而且是當年紅極一時的五人男子團體 T'X 的成員之

一，頂極團體，超級偶像。 

要說 T'X 當年到底有多紅？那真的可以說是要多紅有多紅。 

韓允、鄭楚灝、喬俊彥、原凱、沈飛，五個十幾歲的少年從出道開始就在歌壇佔

有一席之地，憑藉精湛的唱功和舞蹈實力穩穩霸佔著男子團體排行榜第一的位置，

專輯銷量遙遙領先，演唱會門票場場售空，一時間風光無限。 

然而就在 T'X 聲勢如日中天的時候，韓允、喬俊彥和原凱突然因為各種原因一起

宣佈退出，對於這個消息，所有人猝不及防，尤其是粉絲簡直像天塌了一樣。 

離開 T'X 之後的三人發展各不相同，韓允還在繼續當歌手，喬俊彥則徹底退出娛

樂圈，回自家公司繼承家業了。 

而原凱退出之後沒多久便到國外重新進修學習了三年，回來之後也沒有重新回到

鏡頭前，而是直接轉戰幕後，成了一名新人導演，徹底放棄了歌手身分，可以說

是最讓人意外的一個。 

回國之後原凱便拍了一部小成本的文藝片，是他作為導演的處女作。不是大製作，

也沒有大牌演員或當紅偶像加盟，但原凱很用心，最後口碑還不錯，票房也還算

過得去。 

只不過儘管離開了團隊不再唱歌，現在是導演身分，原凱還是擺脫不了「偶像歌

手」的頭銜。 

曾經他在接受採訪的時候也說過，他並不覺得過去的偶像歌手身分是負擔，相反

那表示真心喜歡他的歌迷在記著他，並且坦然承認來看他電影的也有大多都是他

以前的歌迷，很感謝他們的支持，而拍電影也是他一直以來的夢想，他會努力去

實現，拍出好的作品來回報大家。 

不忘記過去，接受他的現在——這是原凱認為粉絲給他最好的支持方式。 

好在第一部電影不負眾望開了個好頭，原凱欣慰之餘便開始著手準備下一部片子，

和上一部的文藝片不同，可以說是一部實驗電影，集血腥暴力情色於一體，原劇

本不經過刪改的話妥妥的十八禁，即便改過了也仍然兒童不宜。 



這種題材選演員需要慎重，所以原凱看上了官明宇。 

他對官明宇是「一見鍾情」，在銀幕上。 

也許是藝術家多多少少都有點特別的習慣或癖好，原凱很重視感覺，以前唱歌也

好，現在拍電影也好，「感覺」這種虛幻的東西對他來說是最重要的。 

哪怕是拍早上的陽光，他都要四處感覺一下，找到感覺最好的地點、光線和角度，

多一點兒少一點兒都不行。 

他說：「我感覺好了，觀眾也會覺得好的。」 

這種感覺同樣也適合用在人身上，官明宇給他的感覺就很好。 

作為專業演員，官明宇的演技自然是不用多說，原凱之所以喜歡他，起因是他曾

經看過一部講述電影發展歷史的記錄片，官明宇是演員之一。 

片子是大電視臺和教育部合作拍攝的，班底陣容龐大，全部實景拍攝，佈景道具

幾乎都是一比一還原，演員也基本都是實力派，可謂一部實打實的精良大製作。 

官明宇在片子裡的鏡頭其實不多，有一幕在幕後花絮裡，官明宇換上戲服，戲還

未開始，周圍工作人員在他身邊來來往往，導演一喊開始，官明宇一抬頭，表情

和眼神瞬間入戲，原凱一瞬間都看呆了。 

其實熟悉官明宇的人都知道他不拍戲的時候就是個面癱，但是只要一開始演戲，

下一秒就能進入角色，變成角色本人。 

和官明宇合作過的導演都戲稱官明宇是塊黏土，可塑性太強，能按照需要捏成任

何想要的樣子，是天生的演員。 

在那部記錄片裡對官明宇「一見鍾情」之後，原凱便反覆將官明宇為數不多的鏡

頭看了好多遍，之後又將官明宇所有參演的片子都看了，從主角到客串一個都沒

放過，彷彿上癮了一樣，看完之後他也的確覺得很過癮。 

原凱這樣形容一部他很喜歡的片子裡的官明宇——無數個臉部特寫鏡頭，完美的

五官完全禁受住了鏡頭的挑剔，嘴角帶著一絲笑意，隱忍流淚的樣子簡直讓人心

碎……那一刻我願意為他赴湯蹈火。 

也就是在那時，他發誓一定要讓官明宇演他的片子，可還沒來得及遞橄欖枝便被

官明宇當著所有人的面折了…… 

見面會還在繼續直播，原凱看著螢幕裡結束個人採訪後一臉漠然地站在臺上的男

人，想罵又罵不出來，畢竟那張臉他是真喜歡……這種感覺真的很不好形容，可

以說活到現在他從未這麼無言過。 

最後，他咬了咬牙，從牙縫裡擠出一句，「官明宇……算你狠！」 

 

 

雖然被官明宇狠狠拒絕了，可原凱並沒有放棄讓官明宇當他的男主角的想法，甚

至這念頭比之前還要強烈，可以說勢在必得。 

從小到大，原凱一向是越挫越勇的類型。 

當年在 T'X 的時候，他是五個人裡精力最旺盛的那個，他們常常因為行程太滿缺

少睡眠，但哪怕一天一夜沒睡覺，第二天拍 MV 的時候原凱依然可以又蹦又跳沒



有一絲倦意，像個機器人一樣，永遠都是充滿活力的樣子。 

他並不是不累，而是認為越累就越要堅持，越累就越要發揮得更好，不然就白累

了。 

有次演唱會，下半場的時候原凱跳舞時腳扭傷了，他卻仍然堅持繼續演出，並且

根本沒有人看出來，等結束之後回到後臺一屁股就坐地上了，拉起褲腿腳踝已經

腫得跟饅頭一樣，別人都嚇死了，他卻還在笑。 

疼是疼的，但專注表演不去想就挺過來了。 

喬俊彥曾經形容原凱是從近乎變態的自虐中尋找快感。 

而現在，他要把這種越挫越勇的精神用在官明宇身上。 

原本電影還在籌備階段，正式向官明宇發出邀請還要過段時間，但現在原凱決定

把計畫提前——這次算是官明宇先提起了這事，不如趁熱打鐵，至於尷尬什麼的，

從來不存在於原凱的人生字典裡。 

只是當前有一點比較麻煩，就是如何跟官明宇搭上線。 

官明宇和之前的經紀公司合約期滿之後沒有續約，也沒再簽任何公司，現在的經

紀人也是直接從他那裡領薪水，這樣的話想從經紀公司那邊聯繫就不行了。 

原凱又想透過圈內人替他引薦一下，結果問了好幾個人都說私下想約官明宇不容

易，並且半開玩笑地說官明宇不僅面癱還深居簡出，鮮少出來應酬，雖然也不是

不可能，但需要等……等到什麼時候就不一定了。 

這看起來希望更渺茫了，原凱實在想不通，好歹也算是一個圈子裡的，當年自己

還是歌手的時候怎麼就沒和官明宇見上一面呢？ 

就這樣翻來覆去折騰了好一陣，最後原凱覺得別費事了，簡單粗暴地直接從官明

宇身上入手吧。 

 

 

某國際知名集團旗下高級男裝品牌新一季廣告的拍攝現場，第一階段的拍攝剛剛

結束，攝影師在看拍好的照片，工作人員在忙著移動位置和調試設備。 

拍攝地是郊外山腳下一處松樹林裡，風景極好，空氣清新，離市區有好幾個小時

的車程，為了趕在太陽出來的時候拍到日出的陽光，拍攝團隊天不亮就出發了，

好在今天天氣晴好，沒有白跑一趟。 

這次拍攝將分為三個主題，早晨的清爽、午後的炙熱以及夜晚的神祕，分別展示

新系列的三套成衣。 

拍攝時間稍有些緊，所以現場所有人都緊鑼密鼓地佈置著，半點兒不敢鬆懈。 

作為這次拍攝的主角，官明宇換好了接下來要拍的一套衣服，坐在臨時搭建的休

息室裡由化妝師和髮型師先後替他換造型。 

這是官明宇代言續約後的第一次拍攝，出道多年，他的商業代言不多，但都頗具

分量，圈內人都知道他接代言十分謹慎，主要精力還是放在演戲上。 

化妝師先補好了妝，為了配合衣服造型給官明宇抹了一點豆沙色的口紅，用手指

在唇上輕點暈染開，變成了適合男人的明豔又不過分的唇色。 



髮型師將他的頭髮全部往後梳，露出光潔飽滿的額頭和好看的髮際線，任由幾縷

髮絲自然地垂下，最後噴了些定型液，審視了一下，確定沒有問題。 

走出休息室，攝影師和燈光師還在等著適合的光線，陽光穿透枝葉，灑在樹與樹

之間彷彿一道道光柱，很漂亮，卻還不是最完美的。 

官明宇安靜地坐在一旁的椅上，為了不弄壞髮型和衣服坐得很端正，也儘量不亂

動。 

昨天他結束一個夜間電臺節目之後已經是深夜，為了不遲到索性直接驅車來到這

裡，甚至比團隊來的還要早一點，敬業得讓工作人員誠惶誠恐，又怕他沒有精力

應付接下來一整天的拍攝，他卻只是淡淡笑了笑，說在車上補過眠了，請大家放

心。 

雖然很好地完成了第一套的拍攝，此時離開了鏡頭，官明宇還是感覺到一絲倦意。 

他閉上眼，想趁著未開拍前小憩片刻，沒過一會兒卻突然聞到了咖啡的香味，睜

開眼正好一個裝著咖啡的紙杯遞到了面前。 

以為是助理買回來的，他接過去說了聲謝謝，喝了一口發現並不是平時一直喝的

苦澀的味道，有點兒意外。 

「怎麼……」直覺地想詢問，結果一抬頭發現並不是自己的助理，官明宇愣了一

下，後半句話就停在喉嚨裡。 

原凱瞇眼笑了，「你好，官老師。」 

現在流行叫老師，既不失禮也不過分親熱，遇到不生不熟的人叫老師準沒錯。 

第一次在現實中見到官明宇，原凱不得再次感歎，這張臉是真的好看，不枉他一

大早開車過來，導航失靈迷路了瞎轉了半個多小時才找到。 

也好在咖啡是他裝在保溫瓶裡帶來的，沒有冷掉。 

看到突然出現的原凱，官明宇頗為驚訝。 

他當然知道原凱，畢竟曾經是當紅偶像，現在是新晉青年導演，更何況幾天前他

才提到過對方。 

不過他並沒有表現出真正的情緒，而是露出恰到好處的意外。 

「原導？」官明宇隨即要站起來。 

原凱樂了，「不用起來，我們坐著說吧。」說著伸手從旁邊拉了把椅子往官明宇

對面一放，一屁股坐下了。 

官明宇看了他一眼，沒起來，也沒說話。 

原凱心想果然面癱，都這樣了還是一副撲克臉。 

說起來，兩人不能算認識，可也不算不認識，見面了卻也沒有什麼陌生感，倒是

有點微妙了。 

「咖啡還行嗎？」原凱問了句。 

官明宇微微一笑，「很好。」 

幾乎沒人知道他喜歡又甜又奶味濃的咖啡，一般情況下要買也不會買這種口味的，

看來應該是仔細打聽過他的喜好了。 

果然，原凱又笑得瞇起眼。 



「那就好。」不枉費他查了那麼久資料，連官明宇小學時學過小提琴都知道了。 

官明宇雙手拿著咖啡，右手食指有一下沒一下地敲打著杯身，問：「原導怎麼會

到這裡？」 

這裡很偏遠，一般人沒事也不會來這裡遊玩。 

原凱倒也直接，「來找你。」 

他微微一皺眉，「專程到這裡找我？」 

「我今天必須見到你，而你在這裡，所以我就來了。」原凱揚起嘴角，這句話聽

起來很像玩笑，但其實並不是，語氣和表情也沒有開玩笑的意思。 

官明宇看了看他，「所以，為什麼必須見我？」 

原凱咧嘴一笑，露出至少八顆牙齒，「我想請官老師出演我新片的男主角。」 

官明宇眨了一下眼，輕笑道：「承蒙原導抬愛，謝謝你的好意。」隨後又淡定地

說：「但請容我拒絕。」 

原凱剛舉起來的手在半空頓了一下，一肚子的宏圖偉業還沒來得及講就被扼殺了。 

「不是啊……你有必要這麼快拒絕嗎？」好歹說回去考慮一下也算給我面子啊？ 

「抱歉，我一向喜歡直來直往，敷衍只會更不禮貌。」 

的確，他前不久剛見識過……原凱摸了摸鼻子，幾秒之後換上另一副笑臉，「你

再考慮一下唄，至少看過劇本再決定啊。」 

有點討好又有點埋怨，卻並不過分，尺度把握得恰到好處。 

官明宇沒說話，食指一下一下輕輕摩挲著紙杯的邊緣，似乎是在考慮。 

「嗯？」原凱大眼睛眨了一下，「我知道像我這樣的新人導演想請你是挺難的，

不過……」 

「並不是這個問題。」官明宇打斷他，輕歎一聲，「我之前說過，我對原導你的

風格……」 

「不喜歡我的風格，我知道。」原凱一點兒不介意，「可我才拍了一部片子啊，

而且風格也可以有很多種，我都會一一嘗試，就像你是演員也會嘗試各種不一樣

的角色吧？」 

官明宇沒說話。 

「況且你不是不喜歡我嗎？正好可以藉此機會讓你轉變對我的印象。」原凱朝他

一眨眼，對自己喜歡的人，形象和尊嚴什麼的可以暫時放下一點兒。 

他沒意識到這句話乍聽之下似乎有點兒歧義，官明宇表情稍稍一變，但很快又露

出職業微笑，「請容我問一句，為什麼一定要找我？」 

他平時面無表情的時候居多，但若是有了情緒就立刻生動起來，尤其笑起來的時

候，他眼角細長，只要微微露出一點兒笑意便有種春暖花開的感覺。 

你這張臉多性感啊……這話原凱自然是不敢說的，他盯著官明宇特別真誠地說：

「當然是因為你適合。」 

對於這個答案，官明宇不置一詞，轉而道：「一部片子不可能只是為一個人量身

定做的，相信除了我肯定還有別的人適合，原導不如再找其他演員試一試。」 

原凱搖頭，堅決道：「我這人最相信第一感覺，第一感覺誰適合，再找其他人就



沒有那種感覺了，這會影響我拍片時的感覺，結果就是拍不出滿意的東西。所以

我第一眼認定你了，就只能你來演。」 

說完，原凱盯著官明宇，目光堅定。 

看得出他確實是認真的，也是誠心的，原凱的不計前嫌倒是讓官明宇有點意外，

他忍不住笑了笑，問：「原導不會是為了之前的事故意找我出演，然後好在拍攝

期間報復我吧？」 

雖然知道是玩笑，但原凱沒有馬上否認，反而盯了他一會兒，然後笑著咬了一下

唇，「那你怕了？」 

原凱只是本能反應，完全沒有故意勾引的意思，官明宇看著卻微微一挑眉，不得

不說，某些方面這個人真的很對他的胃口…… 

「宇哥！」 

一個聲音陡然插進了兩人之間，是官明宇的助理小楊過來了，小楊見官明宇正和

另一個人四目相對，很是意外，一下子愣住了，再一看原凱，隱約有點印象，但

一時間想不起來。 

「什麼事？」官明宇問。 

「啊……啊！」小楊反應過來，「攝影師說可以開始拍了。」 

官明宇站起來，並沒有放下手裡的咖啡，朝原凱頷首，「失陪了。」又對助理說：

「小楊，你替我送送原導。」 

小楊點頭，「好的。」 

原凱朝官明宇擺了擺手，腦中卻在思索。 

聊了這麼久、說了那麼多，官明宇仍然沒有一絲鬆口的意思，按理說不至於啊……

哪怕直接說檔期排不上都行啊。 

不過他本來就沒想官明宇會馬上答應他，說服官明宇絕對沒那麼容易，任重而道

遠，他對於今天的結果一點都不失望，也沒打算就此放棄。 

等人走遠了之後，原凱回頭朝小楊咧嘴一笑，「你好。」 

偶像風采依舊，想起他是誰的小楊當下受寵若驚，急忙從包裡找紙筆要簽名。 

原凱是個自來熟，小楊也屬於開朗型的，於是兩人肩並肩走了不到兩分鐘就聊開

了。 

原凱問小楊跟了官明宇多久了、官明宇好不好相處、私下是什麼樣的人等等一些

普通的問題。 

小楊一一答了，將官明宇從頭到腳誇了一遍之後，突然歎了口氣，「不過宇哥這

幾天心情不好，家裡有事。」 

敏銳如原凱馬上意識到了什麼，「怎麼了？」 

「幫傭突然辭職了，好像做了四、五年了，一直做得很好，但最近家裡有急事，

說走就走，宇哥知道人家有苦衷也沒挽留，但突然走了家裡沒人整理了啊。」小

楊搖了搖頭，「宇哥的生活起居也需要照顧，而且平時那麼忙，想再找個能力好

又可靠的幫傭真的不容易，選了好幾個都不滿意……」 

原凱一邊聽，一邊腦子裡飛快運轉著，突然靈光一閃，想到了一個絕妙的……餿



主意，他伸手一把攬住了助理的肩，笑得誠懇又可愛，「跟你商量個事唄……」 

「啊？」 

 

 

清早豔陽高照，半封閉的陽臺一片暖意，各種植物生長良好，一派綠意盎然，角

落裡偌大的仙人掌剛開出指甲大小的豔紅花朵，細密的水珠落下，嬌豔欲滴。 

官明宇先是用噴壺給陽臺上的植物澆了一遍水，然後給幾盆植物稍稍修剪了一下，

仔細觀察了每一株植物的生長狀況之後才回到屋裡。 

在廚房泡咖啡的時候發現咖啡快喝完了，剛想在冰箱上的留言板上寫了讓幫傭去

買，突然想起來幫傭已經不幹了。 

熟悉官明宇的人都知道，他這個人極其戀家，只要離得不是特別遠，工作結束之

後都會回家住，哪怕第二天要繼續拍攝也會早起趕來片場，所以家裡有個人照顧

著便尤為重要。 

之前那位幫傭是位五十多歲的阿姨，不是本地人，做事勤快，而且話不多，人也

本分老實，已經在官明宇這裡做了好幾年，工作方面從未出過問題。 

直到前陣子家裡突然有事，實在不得不回去，她滿臉歉意地來跟官明宇請辭，說

自己在這裡做得好好的也不想走，可實在是沒有辦法，也是一臉遺憾。 

人家有事官明宇自然不便挽留，結算薪水之後又多付了她三個月的錢，感謝她這

麼長時間以來的照顧，阿姨連連道謝，走之前還特意把家從裡到外收拾得乾淨整

齊，再三囑咐他要注意身體之後才離開。 

阿姨走了之後，官明宇便讓小楊再找個幫傭，可一連試了幾個都不滿意，倒也不

是他過於挑剔，實在是合不來，用原凱的話說就是「感覺不對」。 

其中甚至有一個年輕的女孩是某個影視公司老總的女兒，知道他在找幫傭之後特

意走後門讓人介紹，結果人來了，濃妝豔抹、穿金戴銀一身名牌，指甲上的水鑽

還沒弄掉，掃個地都不會開吸塵器，五分鐘不到就露餡兒了。 

狗血得簡直是小說裡才有的情節，官明宇都忍不住想翻白眼了。 

之後小楊對天發誓，再三保證下次一定找個可靠的，這回恰好官明宇有幾天休息

時間，約好了新幫傭今天過來面試。 

離約定的時間還有不到十分鐘，官明宇坐在沙發上喝咖啡看雜誌，沒過多久門鈴

響了。 

他看了一眼手錶，合上雜誌放到一邊，起身去開門，暗自希望這一回別再來錯人

了。 

結果開門一看，好像還是來錯了……站在門外竟然是原凱。 

面癱的官明宇都忍不住露出詫異的表情了，「怎麼是你？」 

原凱穿了件牛仔襯衫，背了個黑色的雙肩包，大概不是自己開車來的所以戴了頂

黑色漁夫帽，口罩已經拿下來塞到褲子口袋裡了，笑得人畜無害，學生氣息十足。 

「官老師，不請我進去嗎？」 

官明宇猶豫了幾秒，最後還是側身讓出了空間，於情於理都沒有不讓人進來的道



理，於是原凱光明正大地進了「傳說中」的官明宇的家。 

進門之後，原凱站在客廳先是四下掃了一遍，然後轉過身打量著官明宇。 

對方今天穿了件米色的寬鬆款粗針毛衣和灰色運動褲，身材好撐得起來，休閒又

好看，頭髮自然地垂在額前，整個人顯得年輕又柔軟，又是不一樣的感覺，他從

未見過的。 

他必須把這樣的官明宇用鏡頭拍下來，成為他的作品之一，也可能將是最得意的

作品之一！ 

「上次原導知道我在哪裡拍照，這次是連我家地址都打聽清楚了？」官明宇一邊

說一邊伸手指了一下客廳落地窗前的沙發，「請坐。」 

原凱嘿嘿笑著，把看起來有些分量的雙肩包拿下來放在沙發旁邊，但並沒有坐下，

反而轉過身面對官明宇說：「我們也算是一回生二回熟了，就別叫我原導了吧？」 

官明宇沒說話，似乎低頭微微笑了一下，隨後說：「如果還是要說演戲的時候，

抱歉，我今天有事。」 

原凱一挑眉，「在等人？」 

「是……」 

「不用等了。」原凱一拍胸口，「我就是。」 

官明宇微微皺眉，「什麼意思？」 

「我就是你家新來的幫傭，二十四小時隨時待命的那種。」 

整個世界彷彿沉寂了幾秒…… 

官明宇閉上眼長長舒了口氣，忍不住伸手揉了揉緊皺的眉頭，再睜眼，還是原凱

那張笑得人畜無害的臉。 

「原導，你到底在開什麼玩笑？」 

「說了別叫我原導……我沒開玩笑啊。」原凱一本正經地指了指自己，「你不是

正在找幫傭，我覺得自己挺適合就來了啊。」說完朝他一眨眼，「放心，我肯定

適合。」 

官明宇一臉無奈，甚至還難得的露出幾分哭笑不得的表情，「這是你的計謀之一？」 

原凱沒有反駁，這的確是他的計謀。 

「我問過了，你下半年沒接其他片子，只有一個廣告和一個代言活動，最近的一

部片子可能還明年年初才開機，其他可能還有幾部片子需要補拍鏡頭，都不是長

時間拍攝，完全有時間可以出演我的片子。」 

官明宇眉頭微微一皺，「你怎麼知道的？」 

原凱笑了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我不打沒把握的仗。不過要是你覺得我侵犯

了你的隱私，我道歉，對不起。」他露出可憐兮兮的表情，「但我只是想著，多

瞭解你才能讓你看到我的誠意啊。」 

官明宇一言不發地看了原凱十幾秒，確定他是認真的……認真的要來當幫傭，開

始覺得有點兒頭疼。 

「原……你這是何必？」 

「你可能覺得我有毛病，但邀請我心目中的男主角對我來說這是件大事，重要的



主角當然要重要對待，所以對你……」原凱盯著官明宇，「我勢在必得。」 

他表情堅定，一雙眼亮晶晶幾乎要放出光來，一如多年前站在舞臺上的樣子。 

和那雙眼對視良久，官明宇忍不住皺了皺眉，臉部線條卻不由自主鬆動了一點兒。 

原凱覺得有戲，因為他從對方眼中看到了不一樣的情緒，官明宇是真的開始認真

考慮了。 

果然，官明宇問：「你就真的那麼想讓我演你的電影？」 

「這麼跟你說吧，哪怕你明天腿摔瘸了，我也能把男主角改成殘疾。」 

官明宇無言以對。 

又沉默片刻後，他突然問：「你為了讓人演你的片子什麼事都肯做？」 

原凱正在四下打量，心想這房間收拾起來的確不容易，雖然東西不多但地方大，

打掃起來不會太輕鬆，聽見他問，沒注意到對方突然有點兒變冷的語氣，順口就

回了句，「只有你這麼讓我費心……」還費力。 

官明宇稍愣了一下，又沉默了幾秒，最後點點頭，「好吧……」 

聽對方終於鬆口，原凱心中一喜，但還沒來得及高興，官明宇又補了一句—— 

「我會認真考慮。」 

鬧了半天還只是考慮？ 

不過之前是當場拒絕，現在至少是願意考慮了，原凱失望了一秒，馬上又覺得自

己離勝利又邁進了一步。 

「行，你考慮你的，我當我的幫傭，順便讓你看看我的誠意。」 

這根本就沒給他考慮的時間，官明宇覺得自己剛才的拒絕完全沒用，不禁頭疼地

說：「真的沒必要……」 

「有必要。」原凱鄭重其事地說。 

官明宇看了看他，「你沒工作？」 

「有啊，不過又不是當歌手的時候，我現在既不開演唱會又沒通告，時間可以自

己安排，有什麼事電話聯繫就行了，不耽誤。」 

戲還沒開始拍，有時間專心對付你！ 

事實上也是原凱一聲令下，暫停了工作室的工作，來官明宇家裡當二十四小時幫

傭。 

官明宇深深看了他一眼，隨後一聲輕笑，「恕我直言……」 

「你說。」原凱在心底暗暗道，你也不是第一次直言了。 

「你不覺得自己偏執過頭了嗎？」 

「那你覺得這是缺點還是優點？」原凱微笑著問，沒聽到他回答，又說：「其實

這要看從哪個角度看了，別人還都說你耿直的讓人髮指呢。」見到官明宇挑眉，

馬上又接了一句，「當然那是你的優點，嘿嘿。」 

官明宇歎了口氣，雙手環胸，「其他先不說，我需要的是一個真正的幫傭，不是

說說就可以，要真會做家事……」 

「我知道，我也不是來玩的，要是真的不行我不會親自來，不過你不相信我也正

常，所以……」他左右看了看，「廚房在哪兒？」 



「你要做飯？」官明宇語氣懷疑。 

原凱拿起自己的雙肩包，看起來有點兒分量，他笑著拍了兩下，「我連菜都買了，

還是今天一大早去市場買的，又新鮮又便宜。」 

官明宇輕笑一聲，有幾分揶揄道：「原導還真是不打沒把握的仗。」 

「剛才不是說了別叫我原導了嗎？」原凱打開雙肩包開始往外拿菜，「況且一直

原導、原導的叫我，會讓你有防備心理。」 

官明宇看了一眼那一袋香菇，暗自歎息一聲，「那……原老師？」 

「別了吧……叫老師感覺怪怪的。」 

「你不也叫我官老師？」 

「不然呢？」原凱笑笑，又摸出兩顆馬鈴薯，「叫宇哥？我比你大好幾歲呢，也

不能讓你叫我哥吧？」 

官明宇笑而不語。 

原凱琢磨了一會兒，最後說：「叫名字吧，或者怎麼舒服怎麼叫，反正也不是什

麼大事。」 

說句不要臉的，只要官明宇肯出演他電影的男主角，讓他叫官明宇「哥哥」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