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
穎）徐淑敏（Suki）和老公黃
浩昨日出席「東歐玫瑰國 - 歐
域資本最新項目」發布會，Su-
ki繼參選港姐時擔任「旅遊大
使」，昨日她在活動上再穫委
任為「旅遊大使」，早前她踏
足保加利亞，成功把當地出名

的白玫瑰精華放在旗下護膚品上。
活動上，Suki獲老闆送贈免費到保加利亞旅行，她笑言

正考慮二人世界去玩一星期，「其實每年同老公去幾次旅
行，有時兩個人去，有時會帶小朋友，（是否有意再追巨
蟹座BB？）相士話我35歲會再做媽咪，到時大女已經10

歲，變相我生個皇帝仔，我會
順從相士意思去做，最重要視乎
自己的健康狀況。」Suki並透露為
大女升學問題，準備在新加坡置業，
早前已經睇樓。說到早前特首梁振英女兒
梁齊昕出席黃浩旗下公司周年晚宴，Suki大
讚對方說：「我們之前見過一次，覺得她很有
禮貌，斯文和客氣，首次見面，對方便準備禮物
送給我三個孩子，相當有心，（會否考慮合作拍
戲？）我拍戲很差勁，她應該較自然，我之前有考
慮度劇未找適合人選演出，覺得她很有演戲天份，
收放自如，不怕醜亦不會規限自己，總之她喜歡要幹
的，我都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歌手林奕匡昨日與數十
名粉絲於卡拉OK慶祝其30歲生日，林奕匡現場高歌兩
曲，又與粉絲大合照留念，不過當他吹蠟燭許願時，多
次也吹不熄蠟燭，還笑言是否可以許多幾次願。
本月12日生日的林奕匡，表示前晚邀請朋友到家中開
派對慶生，昨日也是首次與歌迷近距離接觸，生日願望
他希望事業順利和健康好。問到男人三十而立有否打算
與女友結婚，他說：「如果事業好都可以早些想，希望
不會太耐，隨緣看時間吧。」林奕匡表示家人都向他催
婚，反而身邊已婚朋友都一直催他，他說：「近期很多
朋友都做了爸爸媽媽，自己都想趁後生生仔，因為可以
同子女一齊做運動，如果子女十多歲，自己已50、60歲
就怕沒體力跟他們一起。」

林奕匡三十而立望結婚徐淑敏讚梁齊昕斯文有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倪夢璟上海報道）中意合拍電影《魔
卡行動》在上海電影節上舉辦首場新聞發布會。電影監製文
雋、製片人孫航宇、出品人蔡佳櫻攜主演任達華、張馨予、
「邦女郎」Maria Grazia Cucinotta、喬任梁等明星悉數亮
相，共話拍攝時趣事與感受。
發布會上，近日各種緋聞纏身的張馨予由其受到關注，對
於因拍戲被傳與喬任梁相戀，張馨予則直言與喬是「好哥
們」，並現場為喬「招親」，稱喬體貼，是上海好男人。而
當有媒體問及是否已從與李晨感情中走出，張馨予則回應，
男未婚女未嫁，所以談幾場戀愛很正常。她還稱會堅持自己
的個性，不喜歡撒謊，她說：「明明是男女朋友，明明談戀
愛卻說不熟，這樣很累。」
對於張馨予出任米蘭世博會形象大使而被眾多網友炮轟事

件，影片監製文雋直稱， 「很多公眾人士眼中的張馨予和
她私底下很不一樣，我們覺得她是一個很單純、沒有機心的
女孩。」同時他也肯定了張馨予的形象大使身份：「她是受
邀的，是官方認可的。」
張馨予則表示不知為什麼「被妖魔化」，她說：「我真的

覺得每個人走這條路不容易，很辛苦，但這份辛苦也已經變
成我的財富了。」另外，當問及是否會和范冰冰的紅毯表現
做比較，張馨予則表示，沒有必要和任何人比，跟自己比才
是最重要的，並希望自己每天都會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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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倪夢璟上海報道）中國電影的發展越
來越受到世界的矚目。香港電影人、香港寰亞影視責任有限
公司副主席施南生昨日在金爵獎評委媒體見面會上表示，相
對於其他國家，中國電影的發展可謂百花齊放，作為一個歷
史悠久，擁有眾多故事、文化的大國，施南生希望讓越來
越多的中國電影走出去，讓更多人可以從電影中了解中國。
此次上海國際電影節，彙集了眾多優秀的中外電影作品。

而作為評委之一，施南生直言中國電影的「基因」很好，因
歷史悠久，中國還有很多好的故事、題材可以被挖掘，更有
很多的魅力景點可供拍攝。同時，中國不僅有傳統的故
事電影，還出現了類似《爸爸去哪兒》這種真人騷綜藝電
影，施南生稱：「這在電影歷史上是不曾出現過的，中國什
麼都可以」。
不過面對現在整個電影市場的發展，施南生認為，不止是
中國，現今電影作品參差不齊，雖然美國電影很受歡迎，但
是一些作品並沒有好的創意，反觀美國的電視劇倒反而會好
一些。同時，施南生還指出，中國電影發展太快，在某些方
面可能缺乏規矩與制度。以香港為例，施南生表示，香港電
影人與國際打交道超過30年，所以法律、金融的制度「都很
有規矩」，內地則仍有進步空間。而對於《爸爸去哪兒》等
綜藝電影的崛起及未來發展，施南生卻並不特別樂觀，她認
為，這類電影並沒有電影本身的故事與劇情，所以未來發展
或許不會太長。
另外，此次電影節共收到來自108個國家和地區的報名影
片2096部，再次刷新上海國際電影節的歷史紀錄。其中，在
金爵獎評獎中還增設「最佳紀錄片」及「最佳動畫片」2項獎
項，可謂一大突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倪夢璟上海報道）
為紀念逝世的日本著名演員高倉健，上海
電影節與東京國際電影節啟動兩地聯展，
共同推出了「高倉健作品回顧展」。而昨
日在上海，由高倉健主演的《鐵道員》一
片首次在內地上映，影片導演降旗康男出
席了開幕式現場，並表示高倉健的形象會
永遠活在心中。
自從1978年的《追捕》登陸，高倉健就

成為內地一代人心中不可替代的偶像。在
「高倉健作品回顧展」上，眾多來自日本
及內地的影迷再一次在大銀幕上見到了這
位「硬漢」，而其經典作品之一的《鐵道

員》，則成為
了回顧展開幕
影 片 。 同
時 ， 這

部電影在內地放映，亦是高倉健的遺願。
而與高倉健合作過《千里走單騎》的導演
張藝謀亦送來視頻祝福。張藝謀稱，在和
高倉健合作過程中，無論是他（高倉健）
的情操、為人，還是他的工作態度，都是
自己學習的榜樣。在視頻中，張藝謀向高
倉健表示了敬意，並祝回顧展圓滿成功。
隨後，現場還播放了高倉健生前拍攝《千
里走單騎》時的花絮錄音。片中，高倉健
的一句「辛苦了，感謝」，讓現場眾多觀
眾再度落淚。
另外，已經迎來第十個年頭的上海電影

節「上海—日本電影周」昨日正式開幕。
在開幕式現場，日本電影周代表團團長、
中日文化交流會副會長栗原小卷表達了
對兩國電影交流的期盼，多位參展電
影導演、演員亦表示希望借助電影
促進中日友好，增進雙方友誼。
其中，鄭伊健作為日本電影
《吸血鬼之戀》的演員之
一，與日星戶塚祥太共同
登場，引來大批粉絲
尖叫。

香港文匯報訊 3D魔幻巨製《西遊記
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前晚在上海舉
行記者會，製片人劉曉光、導演鄭保
瑞攜四大主演郭富城、馮紹峰、小瀋
陽、羅仲謙、費翔等亮相。
費翔透露此次他在電影中出演的角
色是雲海西國的國王，還指和鞏俐一
起演戲是自己的夢想。
距離電影殺青已三月有餘，此次發

布會則是「師徒」馮紹峰、郭富城、
小瀋陽、羅仲謙殺青後首度合體亮
相。城城在拍攝結束數月後回憶起當
時訓練棍法的場景依然叫苦不迭，為
了練好各種花式的棍法受傷不斷，他
號稱自己和金箍棒「合二為一」，起
床第一件事和睡覺前最後一件事都是
練棍，動作導演洪金寶親自教過之餘
更派座下耍棍冠軍天天在旁指導，起
初不習慣，常常自己打自己，膝蓋以
下日日被自己打到痛得要命，有時甚

至撲到頭臉。這還不是最辛苦，開拍
之後穿起特效化妝猴衣及特效化妝後
才最難受，每天花7、8小時化妝才拍
攝，但皮膚10小時後便開始起水泡。
至於片中飾演白骨精的鞏俐因身在

歐洲未能出席但心繫劇組，她用特別
的形式送上對電影的祝福，玩心大起
的她為電影親手製作了一款紙質金箍
棒，並手持金箍棒來了一組「六連
拍」，相當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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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電影節首映高倉健《鐵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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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徒」合體亮相。

■《鐵道員》導演降旗康男出席高倉健作品回顧
展。 倪夢璟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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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龍以親身
經歷告誡後輩
先做演員後做
動作。

孔雯瓊攝

■成龍稱每天
起床骨頭疼，最
怕去醫院打針。

孔雯瓊攝

成龍表示作為動作演員渾身上下基本上沒有什麼地
方沒有傷過的，每天起床全身的骨頭都會痛，同

時也讓他明白動作演員付出的艱辛。
此次新設立成龍動作電影周的主要目的是聚焦動作
電影人背後的付出，並通過動作電影助推中國電影走
出去。成龍指出，大家都覺得動作電影塑造了一個
英雄，但其實每一場戲，都是無數幕後英雄，斷手
短腿甚至犧牲換來的，所以想給他們一個舞台。
吳京就透露以前「恨」過成龍，因為之前曾模仿

大哥的一個前空翻落地的動作，結果兩次摔下都是
臉先地，鼻子斷過兩次。

不過英勇過人的大哥也有可愛賣萌
的一面，當被問及受傷進醫院會不會
疼的叫時，成龍誇張的回應：「這個
就不說了，一看見打針就害怕！」

動作名氣過響遇挑戰
在成龍的堅持下，首屆成龍動作電

影周沒有舉行開幕式，而是非常務實
地，只由開幕論壇、開幕影片放映、動

作電影之夜三大板塊組成。這也正如他的動作片，沒有
太多的特效，大部分都是真刀真槍的實戰。成龍笑言，
目前中國的動作片，在特效方面沒法趕上美國，就更需
要做真功夫的動作片，這只有中國能拍出來。
荷里活動作大片《狂野時速》系列的導演羅伯．科
恩則稱讚，荷里活特效能取得的成就是有限的，也是
很容易被取代的，唯獨成龍的一身真功夫是不可比
擬，更無法被取代的。

寄語後輩們多表演
成龍還在論壇上和觀眾分享了他一些驚險的經歷，

他之前訪美就因動作名氣過響，遭遇無數人在動作上
的挑戰，甚至還有個體重達300磅的主持人在他毫無
準備的情況下就出手，還有很多人總希望通過打敗成
龍來一舉成名，這不是一個演員該有待遇。
他最後以親身經歷寄語動作後輩們，做動作明星，
有一天不拍動作了，觀眾就不看了，職業的生命也變
得很短，所有一定要先做演員。成龍表示自己現在就
更多的在表演演技，希望今後以一個會動作的演員而
被人牢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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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成龍動作電影周昨日舉行了開幕論壇，作為上海

國際電影節新設的重要板塊，出席論壇的包括荷里活影業巨頭及內地動作演員吳京。成龍在

論壇上暢談做動作演員的辛酸苦辣，並向幕後斷手斷腳甚至犧牲的英雄致敬。不過大哥也有

賣萌的一面，面對觀眾坦言不怕功夫不怕受傷，唯獨最怕去醫院打針，引起眾人哄堂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