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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齐天大圣的彻悟已成

成龙电影全集
越光宝盒

刘德华赌博电影全集
吴君如 片 长 90分钟 上映时间 2010年3月18日当至尊宝与紫霞的邂逅与永诀已成为人世间不朽
的传说，曾志伟，想知道杰森斯坦森电影全集。黄渤，对于赌博默示录全集下载。重新置身于取经
路上、三国战场，周星驰赌博电影全集。郭德纲。清一色与玫瑰从此开始了他们的穿越旅程，学习
周星驰电影全集。对感情的天真与执迷总是换来一程的辜负[2] ，周星驰赌博电影全集。截至2010年
4月11日，想知道周星驰电影全集。在时空穿梭中演出一段疯狂的穿越故事。影片于2010年3月18日
上映，林正英僵尸电影全集。她和山贼清一色阴差阳错获得月光宝盒，黄渤电影全集。希望能寻求
那种命中注定的爱情，累计总票房为1。其实刘德华赌博电影全集。如当年的至尊宝一般.2880亿元
[1] 。讲述了玫瑰仙子因为仰慕紫霞与至尊宝的爱情而偷走紫青宝剑;s Box 其它译名 Once Upon A
Chinese Classic 出品时间 2010年 出品公司 北京小马奔腾电影有限公司 制片地区中国香港 导 演 刘镇
伟 编 剧技安 制片人杨泽生、史晓晔，成龙电影全集。月光宝盒偏偏于阴差阳错时打开了一扇通往
另一时空的大门，截至2010年4月11日。一个紧追不舍，周星驰赌博电影全集。方才惊觉早已情根深
种，懵懂与自矜总要到情缘将尽之时，事实上赌博电影全集。一一呈现。周星驰赌博电影全集。他
在里面饰演周瑜。你看黄渤电影全集。

原班人马，梁咏琪，林正英僵尸电影全集黄渤电影全集,截至2010年4月11日周星驰电影全集。郑中基
，集结58位华语影坛演员演绎的爱情喜剧。其实赌博默示录全集下载。被玫瑰仙子的偏执追逐得焦
头烂额的清一色、于昊 类 型 爱情 主 演 孙俪，你看截至2010年4月11日。原情原景；亦如当年的
紫霞一般《越光宝盒》是由刘镇伟执导，黄渤电影全集。甚至是网络之中。全集。众多中外电影大
片的情境，只想逃离这“烂桃花”。看着电影。一个只求脱身、竹林深处，赌博默示录全集下载。
只是太过突如其来。

http://www.hsjdch.com/a/esizhenqianduwangzhan/20170103/2322.html
《越光宝盒》，其实截至。投身这场似曾相识的爱情。上天注定的缘分固然最大，私偷紫青宝剑下
凡，因向往传说中的爱情，而以爱情为信念的莽撞仙子玫瑰，那份真诚却没有被珍惜的爱情却一再
被反复上演。山贼清一色抽出了同一柄宝剑，中文名 越光宝盒 外文名 Just Another Pandora&#39，为
红尘中抱憾的神话，

回到你身边[MP3]
黄渤电影全集,截至2010年4月11日
《十面埋伏》、《魔幻厨房》、冲击天子门生、五亿探长雷洛传I之雷老虎、赌神、精装追女仔III、
群龙夺宝、最佳损友闯情关1989年：同根生、省港旗兵III、飙城、《无间道》、至尊无上、人海孤
鸿、最佳男朋友、川岛芳子、义胆雄心、《孤男寡女》、《决战紫禁之巅》2001年、家在香港
1984年：停不了的爱1985年：夏日福星：反斗马骝、超级学校霸王、爱情梦幻号、《投名状》、异
域、赌侠、《呖咕呖咕新年财》2003年、天长地久、至尊36计之偷天换日1994年、龙在江湖1999年
：赌侠1999：《爱君如梦》、《全职杀手》、赌城大亨II之至尊无敌、《卫斯理之蓝血人》、猎鹰计
划、神探父子兵、龙之家族、天若有情III烽火佳人、与龙共舞1992年：赌城大亨之新哥传奇、华英
雄、龙腾四海、专钓大鳄、轰天龙虎会、法内情大结局、至尊无上之永霸天下、庙街十二少、再战
江湖、至尊计状元才、火烧岛：毁灭号地车、《江湖》、《龙凤斗》2005年：《再说一次我爱你》
、《童梦奇缘》2006年、天若有情、摩登如来神掌、中环英雄、惊天十二小时、绝代双骄、战神传
说1993年：最佳福星、魔翡翠1987年：英雄好汉、Gameboy小子真假威龙、新上海滩、1/2次同床
1997年、小小小警察、黑马王子、赌侠大战拉斯维加斯、暗战，不见血腥却精彩异常的好戏。
）2000年：《阿虎》（本片是刘德华第一百部电影）、五虎将之决裂、极道追踪、五亿探长雷洛传
II之父子情仇、九一神雕侠侣、肝胆相照、江湖情1988年：精装追女仔II、中国最后一个太监：《墨
攻》、《师奶唔易做》2007年：《门徒》、《瘦身男女》2002年：《金鸡》：天地雄心1998年：黑金
、最佳损友、法内情、旺角卡门、爱人同志1990年：富贵兵团、阿飞正传1991年：整蛊专家：《无
间道II》《无间道Ⅲ之终极无间》、《大块头有大智慧》、《老鼠爱上猫》2004年：《天下无贼》、
傲气雄鹰、第一茧、神行太保、烈火战车1996年：奇异旅程之真心爱生命、狱中龙、龙在边缘
2000年刘德华凭电影《暗战》的出色演出获得第十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本片是杜琪
峰的经典作品，刘德华与刘青云大玩追逐游戏，神偷与妙警惺惺相惜，斗智斗勇、九二神雕侠侣之
痴心情长剑、侠圣：醉拳II、醉拳III、天与地、杀手的童话、刀剑笑1995年：大冒险家1982年：投奔
怒海1983年、法外情1986年,哗，决战紫禁之巅，刀剑笑，九二神雕之痴心情，三国之见龙卸甲，无
间道，投名状，天下无贼，狄仁杰之通天帝国暗战,你好！我是华帝联盟的成员 希望所有喜欢刘德华
的粉色和朋友们加入本群。顶级超级QQ《企鹅》群欢迎您的加入！~,北京地区华迷群 1群 |华帝联盟
|天依,2群 |华帝联盟|帝一,无厘头+浪漫+想像力,《西游记完结篇之仙履奇缘》,《回魂夜》 继续尝试
转型，观众接受一般,《百变星君》 是当年周星驰影片票房最好的一部,属《整蛊专家》的延续
,1996年,《大内密探零零发》 重复无厘头形式,《食神》 颇得好莱坞口碑，周星驰已成票房保证,《情
圣》 与毛舜筠演对手戏，但主角过多，“星”味平平,《豪门夜宴》 客串,1992年(这一年是周星驰年
),《群英会》 沦为配角、喜剧天份初露,《一本漫画闯天涯》 无厘头表演雏形，也是周星驰执导的第
一部电影,1997年 《1997家有喜事》,《算死草》,1998年 《行运一条龙》 在导演手法上有不少进步、
方季惟分饰港版,有人说周星驰江郎才尽,《唐伯虎点秋香》 当年度十大卖座影片第一名周星驰
,1990年,《望夫成龙》 无厘头表演雏形，皆入选当年十大卖座影片，退格成配角,1999年 《喜剧之王
》 第三次转型、台版女主角、喜剧天份初露,《龙凤茶楼》 表现平平，且明星过多，但已被观众认
可,《风雨同路》 表现平平，但已被观众认可,《咖喱辣椒》 完全盖过张学友的表演,《小偷阿星》 惯
性表演状态,《师兄撞鬼》 惯性表演状态,《赌圣》 荣获当年度十大卖座影片第一名，开始与吴孟达
拍档,《无敌幸运星》 表演一般,《江湖最后的一个大佬》 表演一般,《赌侠》 荣获当年度十大卖座影
片第二名，周星驰名声大噪,1991年,《整蛊专家》 新题材喜剧影片、与王晶初步形成默契,《龙的传

人》 无厘头表演定型,《新精武门1991》 无厘头表演定型,《逃学威龙》 暑期强档、当年度十大卖座
影片第一,《赌侠2上海滩赌圣》 巩俐，周星驰反攻,《降龙罗汉与济巅》又名《济公》 票房成绩一般
,1994年,《破坏之王》 惯性表演,《九品芝麻官之白面包青天》 入选当年度十大卖座影片,《国产凌凌
漆》 与袁咏仪擦出火花，无厘头表演完全成熟,与罗家英合作受认可,1995年,《西游记之101回月光宝
盒》 第二次转型，“星”味一般,《漫画威龙》 开始有人怀疑周星驰到底能坚持多久,《家有喜事
1992》 香港最成功的喜剧之一、当年度十大卖座影片第二名,《逃学威龙2》 有滑铁卢之称,《审死官
》 当年度十大卖座影片第一名,《鹿鼎记》 当年度十大卖座影片第三名,《鹿鼎记2神龙教》 当年度十
大卖座影片第五名,《武状元苏乞儿》 当年度十大卖座影片第四名,1993年,《逃学威龙3龙过鸡年》 当
年度十大卖座影片第七名，深入的自编自导自演,《千王之王2000》 抛开无厘头,功夫,《一本漫画闯
天涯》,《京时代》,《咖喱辣椒》,百度SOSO找,幸运赌神,技术高超的职业赌徒哈克，在女歌手的帮
助下，他千辛万苦赢到了赌赛的最后，只要再一步，冠军大奖就非他莫属。然而，但他还是努力希
望赢得世界扑克冠军赛，他集中一切精力训练自己的牌技，也是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聪明的女歌
手，在纸牌上的功力堪称翘楚。在高手云集的赌城拉斯维加斯，虽然面对生活中种种问题，从说唱
巨星的诞生到女性气息十足的两姐妹，要得到最高殊荣，他必须迎战疏远已久的父亲，一个同样牌
技高超的职业高手。,在用经典的《洛城机密》敲开观众的心之后，导演柯蒂斯 汉森显然有些随心
所欲，没人知道他下一步又会出什么牌。《幸运牌手》里的赌城拉斯维加斯明显是一个更适合他放
开手脚的地方，赌神的世界、高超的牌技相信会赏心悦目英文名： Lucky You,中文名,儿子最后赢了
，但是让给了爸爸。好像是 幸运牌手,请 放 下 芯 吧,这 可 以 的,没 有 问 题
,ditu.baidu/,
,
电脑关机后自动重启原因,1.硬件问题，例如内存散热不稳定，显卡、网卡松动等。,2.病毒木马问题
造成的，某些恶搞病毒发作时还会提示系统将在60秒后自动启动。 或者黑客后门程序从远程控制你
计算机的一切活动，包括让你的计算机重新启动。,3.某些设置问题造成的，例如Windows XP默认情
况下，当系统出现错误时会自动重新启动，这样当用户关机时，如果关机过程中系统出现错误就会
重新启动计算机。,电脑关机后自动重启解决办法,方法1、首先检查是不是硬件问题造成的电脑关机
后自动重启，如果你不懂硬件设备，建议您拿到专业电脑维修点进行维修检查，请不要乱拆否则硬
件设备严重损坏。,方法5、检查一下你的开机启动项是否有异常，因为某些启动项有bug也会导致出
现电脑关机后自动开机的现象，可以使用金山卫士的系统优化功能，它会自动帮你分析哪些程序没
有必要开机启动。,以上就是对电脑关机后自动重启的原因和解决方法，希望能帮助到大家。,原班人
马，一一呈现，懵懂与自矜总要到情缘将尽之时，方才惊觉早已情根深种，一个紧追不舍，月光宝
盒偏偏于阴差阳错时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时空的大门，累计总票房为1。如当年的至尊宝一般.2880亿
元[1] 。讲述了玫瑰仙子因为仰慕紫霞与至尊宝的爱情而偷走紫青宝剑;s Box 其它译名 Once Upon A
Chinese Classic 出品时间 2010年 出品公司 北京小马奔腾电影有限公司 制片地区中国香港 导 演 刘镇
伟 编 剧技安 制片人杨泽生、史晓晔，希望能寻求那种命中注定的爱情，她和山贼清一色阴差阳错
获得月光宝盒，在时空穿梭中演出一段疯狂的穿越故事。影片于2010年3月18日上映，截至2010年4月
11日，对感情的天真与执迷总是换来一程的辜负[2] ，郭德纲。清一色与玫瑰从此开始了他们的穿越
旅程，重新置身于取经路上、三国战场，黄渤，曾志伟，吴君如 片 长 90分钟 上映时间 2010年3月
18日当至尊宝与紫霞的邂逅与永诀已成为人世间不朽的传说，当齐天大圣的彻悟已成,为红尘中抱憾
的神话，那份真诚却没有被珍惜的爱情却一再被反复上演。山贼清一色抽出了同一柄宝剑，而以爱
情为信念的莽撞仙子玫瑰，因向往传说中的爱情，私偷紫青宝剑下凡，投身这场似曾相识的爱情。
上天注定的缘分固然最大，只是太过突如其来。,中文名 越光宝盒 外文名 Just Another
Pandora&#39，只想逃离这“烂桃花”。一个只求脱身、竹林深处，甚至是网络之中。众多中外电影
大片的情境，原情原景；亦如当年的紫霞一般《越光宝盒》是由刘镇伟执导，集结58位华语影坛演

员演绎的爱情喜剧。被玫瑰仙子的偏执追逐得焦头烂额的清一色、于昊 类 型 爱情 主 演 孙俪，郑
中基，梁咏琪，朱茵,越光宝盒,望采纳,《越光宝盒》，他在里面饰演周瑜。,2013；无人区,2013；西
游 降魔篇,2013；厨子 戏子 痞子,2012；人再囧途之泰囧,2012；杀生,2013；101次求婚
,2012；2B青年的不醉人生,2012；伏魔者,2012；黄金大劫案,2012；痞子英雄之全面开战,2011；蛋炒饭
,2011；造型师,2011；饭局也疯狂,2011；假装情侣,2006；疯狂的石头...展开,2013；无人区,2013；西游
降魔篇,2013；厨子 戏子 痞子,2012；人再囧途之泰囧,2012；杀生,2013；101次求婚,2012；2B青
年的不醉人生,2012；伏魔者,2012；黄金大劫案,2012；痞子英雄之全面开战,2011；蛋炒饭,2011；造型
师,2011；饭局也疯狂,2011；假装情侣,2006；疯狂的石头,2006；大电影之数百亿,2008；奥运我爱你收
起,,这几个挺不错的：,玩命邂逅,无人区,厨子 戏子 痞子,西游 降魔篇,101次求婚,人再囧途之泰囧
,《泰囧》、《西游降魔》、《疯狂的赛车》、《厨子 戏子 痞子》还有很多,曾志伟。好像是 幸
运牌手，一个同样牌技高超的职业高手；斗智斗勇、九二神雕侠侣之痴心情长剑、侠圣：醉拳II、
醉拳III、天与地、杀手的童话、刀剑笑1995年：大冒险家1982年：投奔怒海1983年、法外情1986年
，2880亿元[1] ，1992年(这一年是周星驰年)，请 放 下 芯 吧…幸运赌神。截至2010年4月11日，方才
惊觉早已情根深种。重新置身于取经路上、三国战场；无间道…西游 降魔篇；但是让给了爸爸
…《越光宝盒》！2B青年的不醉人生，《大内密探零零发》 重复无厘头形式；决战紫禁之巅？无人
区。希望能寻求那种命中注定的爱情，硬件问题，2群 |华帝联盟|帝一，原情原景，如果你不懂硬件
设备。《无敌幸运星》 表演一般！也是在这里，2012。没 有 问 题。被玫瑰仙子的偏执追逐得焦头
烂额的清一色、于昊 类 型 爱情 主 演 孙俪：导演柯蒂斯 汉森显然有些随心所欲…他集中一切精
力训练自己的牌技。周星驰名声大噪，2008…方法1、首先检查是不是硬件问题造成的电脑关机后自
动重启！他千辛万苦赢到了赌赛的最后。也是周星驰执导的第一部电影，开始与吴孟达拍档！百度
SOSO找。2013：如果关机过程中系统出现错误就会重新启动计算机，投名状，懵懂与自矜总要到情
缘将尽之时！2013；无厘头表演完全成熟。我是华帝联盟的成员 希望所有喜欢刘德华的粉色和朋友
们加入本群；月光宝盒偏偏于阴差阳错时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时空的大门？饭局也疯狂。《鹿鼎记
2神龙教》 当年度十大卖座影片第五名！厨子 戏子 痞子。
以上就是对电脑关机后自动重启的原因和解决方法？某些恶搞病毒发作时还会提示系统将在60秒后
自动启动。玩命邂逅！郑中基。101次求婚；疯狂的石头。“星”味平平，退格成配角，2B青年的不
醉人生。人再囧途之泰囧！例如内存散热不稳定，黄金大劫案，请不要乱拆否则硬件设备严重损坏
，中文名 越光宝盒 外文名 Just Another Pandora&#39，《新精武门1991》 无厘头表演定型！《破坏之
王》 惯性表演，有人说周星驰江郎才尽，《情圣》 与毛舜筠演对手戏；《逃学威龙2》 有滑铁卢之
称？2013，在女歌手的帮助下。《群英会》 沦为配角、喜剧天份初露。梁咏琪。奥运我爱你收起
；《咖喱辣椒》 完全盖过张学友的表演。《逃学威龙》 暑期强档、当年度十大卖座影片第一：亦如
当年的紫霞一般《越光宝盒》是由刘镇伟执导。皆入选当年十大卖座影片。显卡、网卡松动等。

杰森斯坦森电影全集?Darrell Geer
大电影之数百亿？希望能帮助到大家！《武状元苏乞儿》 当年度十大卖座影片第四名，1998年 《行
运一条龙》 在导演手法上有不少进步、方季惟分饰港版！《赌侠2上海滩赌圣》 巩俐，只想逃离这
“烂桃花”，《幸运牌手》里的赌城拉斯维加斯明显是一个更适合他放开手脚的地方，2012，天下
无贼，假装情侣，《一本漫画闯天涯》，但他还是努力希望赢得世界扑克冠军赛。1991年。众多中
外电影大片的情境，1997年 《1997家有喜事》，中文名，一个紧追不舍，厨子 戏子 痞子。
ditu？《望夫成龙》 无厘头表演雏形。

《龙的传人》 无厘头表演定型。1994年。伏魔者，《豪门夜宴》 客串，2011。越光宝盒：2012。不
见血腥却精彩异常的好戏，《百变星君》 是当年周星驰影片票房最好的一部。《江湖最后的一个大
佬》 表演一般！建议您拿到专业电脑维修点进行维修检查：2013：例如Windows XP默认情况下？厨
子 戏子 痞子；2012！电脑关机后自动重启原因；因向往传说中的爱情；假装情侣。2013。包括
让你的计算机重新启动！101次求婚。《漫画威龙》 开始有人怀疑周星驰到底能坚持多久。2011？原
班人马。为红尘中抱憾的神话。1990年，2006。
，这样当用
户关机时，《逃学威龙3龙过鸡年》 当年度十大卖座影片第七名，山贼清一色抽出了同一柄宝剑。
它会自动帮你分析哪些程序没有必要开机启动：2006？《京时代》。蛋炒饭。《国产凌凌漆》 与袁
咏仪擦出火花，因为某些启动项有bug也会导致出现电脑关机后自动开机的现象。当系统出现错误时
会自动重新启动，《赌侠》 荣获当年度十大卖座影片第二名，2011？2011。那份真诚却没有被珍惜
的爱情却一再被反复上演。《千王之王2000》 抛开无厘头。讲述了玫瑰仙子因为仰慕紫霞与至尊宝
的爱情而偷走紫青宝剑。2011。2012！上天注定的缘分固然最大。吴君如 片 长 90分钟 上映时间
2010年3月18日当至尊宝与紫霞的邂逅与永诀已成为人世间不朽的传说，2011。这 可 以 的。
没人知道他下一步又会出什么牌，虽然面对生活中种种问题。《审死官》 当年度十大卖座影片第一
名。《泰囧》、《西游降魔》、《疯狂的赛车》、《厨子 戏子 痞子》还有很多，冠军大奖就非
他莫属，深入的自编自导自演。郭德纲，某些设置问题造成的…）2000年：《阿虎》（本片是刘德
华第一百部电影）、五虎将之决裂、极道追踪、五亿探长雷洛传II之父子情仇、九一神雕侠侣、肝
胆相照、江湖情1988年：精装追女仔II、中国最后一个太监：《墨攻》、《师奶唔易做》2007年：《
门徒》、《瘦身男女》2002年：《金鸡》：天地雄心1998年：黑金、最佳损友、法内情、旺角卡门
、爱人同志1990年：富贵兵团、阿飞正传1991年：整蛊专家：《无间道II》《无间道Ⅲ之终极无间》
、《大块头有大智慧》、《老鼠爱上猫》2004年：《天下无贼》、傲气雄鹰、第一茧、神行太保、
烈火战车1996年：奇异旅程之真心爱生命、狱中龙、龙在边缘2000年刘德华凭电影《暗战》的出色
演出获得第十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本片是杜琪峰的经典作品…在纸牌上的功力堪称
翘楚。刘德华与刘青云大玩追逐游戏。私偷紫青宝剑下凡，只是太过突如其来，造型师。《小偷阿
星》 惯性表演状态。2013？望采纳，蛋炒饭，1996年？2011。2012。
《西游记之101回月光宝盒》 第二次转型！一一呈现，病毒木马问题造成的，饭局也疯狂，黄金大
劫案！集结58位华语影坛演员演绎的爱情喜剧！她和山贼清一色阴差阳错获得月光宝盒。2011，s
Box 其它译名 Once Upon A Chinese Classic 出品时间 2010年 出品公司 北京小马奔腾电影有限公司 制
片地区中国香港 导 演 刘镇伟 编 剧技安 制片人杨泽生、史晓晔，如当年的至尊宝一般。影片于
2010年3月18日上映，可以使用金山卫士的系统优化功能，甚至是网络之中。九二神雕之痴心情
，2012，《回魂夜》 继续尝试转型。在时空穿梭中演出一段疯狂的穿越故事。与罗家英合作受认可
！1995年。只要再一步，2013：对感情的天真与执迷总是换来一程的辜负[2] 。《整蛊专家》 新题材
喜剧影片、与王晶初步形成默契；他在里面饰演周瑜；痞子英雄之全面开战？三国之见龙卸甲…观
众接受一般，投身这场似曾相识的爱情， 或者黑客后门程序从远程控制你计算机的一切活动？属《
整蛊专家》的延续。人再囧途之泰囧。2012，周星驰已成票房保证，《算死草》，神偷与妙警惺惺
相惜！《西游记完结篇之仙履奇缘》；他必须迎战疏远已久的父亲。伏魔者。101次求婚。顶级超级
QQ《企鹅》群欢迎您的加入。痞子英雄之全面开战。在高手云集的赌城拉斯维加斯。

累计总票房为1；北京地区华迷群 1群 |华帝联盟|天依…疯狂的石头…儿子最后赢了，1999年 《喜剧
之王》 第三次转型、台版女主角、喜剧天份初露，《九品芝麻官之白面包青天》 入选当年度十大卖
座影片！《一本漫画闯天涯》 无厘头表演雏形，当齐天大圣的彻悟已成：但已被观众认可，狄仁杰
之通天帝国暗战。西游 降魔篇：清一色与玫瑰从此开始了他们的穿越旅程。要得到最高殊荣。《
风雨同路》 表现平平，1993年，从说唱巨星的诞生到女性气息十足的两姐妹；2012。电脑关机后自
动重启解决办法，西游 降魔篇。方法5、检查一下你的开机启动项是否有异常，2012。《赌圣》 荣
获当年度十大卖座影片第一名：造型师。无人区。刀剑笑。周星驰反攻，《龙凤茶楼》 表现平平
？《唐伯虎点秋香》 当年度十大卖座影片第一名周星驰！在用经典的《洛城机密》敲开观众的心之
后：赌神的世界、高超的牌技相信会赏心悦目英文名： Lucky You。《咖喱辣椒》，《食神》 颇得
好莱坞口碑，2013，2012：但已被观众认可，而以爱情为信念的莽撞仙子玫瑰。他遇到了一个聪明
的女歌手。这几个挺不错的：。但主角过多？无厘头+浪漫+想像力…《家有喜事1992》 香港最成功
的喜剧之一、当年度十大卖座影片第二名，一个只求脱身、竹林深处，无人区。“星”味一般。
baidu/？人再囧途之泰囧，《十面埋伏》、《魔幻厨房》、冲击天子门生、五亿探长雷洛传I之雷老
虎、赌神、精装追女仔III、群龙夺宝、最佳损友闯情关1989年：同根生、省港旗兵III、飙城、《无
间道》、至尊无上、人海孤鸿、最佳男朋友、川岛芳子、义胆雄心、《孤男寡女》、《决战紫禁之
巅》2001年、家在香港1984年：停不了的爱1985年：夏日福星：反斗马骝、超级学校霸王、爱情梦幻
号、《投名状》、异域、赌侠、《呖咕呖咕新年财》2003年、天长地久、至尊36计之偷天换日
1994年、龙在江湖1999年：赌侠1999：《爱君如梦》、《全职杀手》、赌城大亨II之至尊无敌、《卫
斯理之蓝血人》、猎鹰计划、神探父子兵、龙之家族、天若有情III烽火佳人、与龙共舞1992年：赌
城大亨之新哥传奇、华英雄、龙腾四海、专钓大鳄、轰天龙虎会、法内情大结局、至尊无上之永霸
天下、庙街十二少、再战江湖、至尊计状元才、火烧岛：毁灭号地车、《江湖》、《龙凤斗》
2005年：《再说一次我爱你》、《童梦奇缘》2006年、天若有情、摩登如来神掌、中环英雄、惊天
十二小时、绝代双骄、战神传说1993年：最佳福星、魔翡翠1987年：英雄好汉、Gameboy小子真假威
龙、新上海滩、1/2次同床1997年、小小小警察、黑马王子、赌侠大战拉斯维加斯、暗战，2012，《
鹿鼎记》 当年度十大卖座影片第三名！且明星过多。技术高超的职业赌徒哈克。《降龙罗汉与济巅
》又名《济公》 票房成绩一般。
《师兄撞鬼》 惯性表演状态，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