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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下山》演員陣

王寶強比武弄巧反拙

林志玲力大
媲美張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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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昨日
由陳凱歌導演帶領的華
語巨製《道士下山》演
員陣容昨日亮相上海，
王寶強、郭富城、張
震、林志玲、吳建豪、
元華、董琦等主演悉數

■王寶強

到場。陳凱歌現場透露，王寶強在殺青時因不
捨角色而落下男兒淚。王寶強則稱，這個角色
是他緊盯導演三年時間才獲得。另外現場還進
行了明星比武大賽，最終嬌滴滴的林志玲一拳
打下去力大無窮，打出最好成績。

3D 大
電影《道士下山》是陳凱歌導演的首部
片，亦是他與IMAX公司的首次合作，此次來

了可怎麼辦，於是每天都要纏着導演，可以說這個
角色是他努力了三年換來的結果。

滬推廣，陳凱歌強調除了在電影視覺技術上的升
級，對戲中人物更是有着生動的塑造。談及片中飾
演下山闖世界的小道士王寶強，陳凱歌讚不絕口，
稱他是劇組中情商高、淚點也最高的一位演員。原
來在電影殺青時，王寶強已經入戲太深，不捨告別
角色，因此淚灑片場。而王寶強則透露，三年前當
陳凱歌有意找他當主演時，他便每天都要和陳導聯
絡刷存在感。王寶強更毫不掩飾地承認，如此有名
的導演找上他，如果中途萬一發生變化，不要他演

城城張震被爆親密關係
張震、郭富城兩位男神級別明星則在戲中負責
「顏值」最高部分，張震飾演在日光下習武火爆剛
烈的查老闆，而郭富城則飾演在月光下勤練太極的
宗師周西宇，兩個男神一柔一剛，在片中關係神秘
又默契。其他演員現場打趣道，有時他們親密的去
上戲，大家都不好意思問他們幹嘛去，而張震和郭
富城則回應，他們已在拍戲中擦出一種異樣的火

花。
該片打戲是亮點部分，各種高手過招令人眼花繚
亂，為考驗片中明星真實功夫，現場還有一個測試
拳擊力量的樁子。張震首先出手，沒有帶上拳擊手
套，只是隨意用手抽向樁子，誰知打出 88 磅好成
績；之後七小福成員之一元華出手，可惜打偏只得
25磅；王寶強躍躍欲試奮力擊出，不料弄巧反拙導
致樁子倒地，而他則只得到10磅分數。最後，最嬌
弱的林志玲出手，在張震的指導下，林志玲站穩馬
步，做深呼吸，最終一拳下去竟打出和張震一樣的
成績，88磅，現場觀眾大呼真沒料到。

張家輝撐港片精神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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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di@Super Girls

斥網民太激進

才讓她參加露營，因之前她跟學校入了 3 日營，自己則
每晚都睡不着，還想駕車去偷看她，但遭女兒阻止了。
至於老公甄子丹一樣好緊張，在內地拍戲都每天致電回
來查問。周日便是父親節，詩詩指老公要去拍戲不在
港，故只能帶一對子女與外公及妹妹一家齊慶祝。詩詩
指仔女每年會畫畫送給爸爸，但今年女兒提出想買禮物
表心意，但他兩公婆還是喜歡子女的畫作。

女兒露營 詩詩擔心失眠
暑假將至，汪詩詩一早為子女準備好課外活動，暑假
期間亦會一家人到美國探奶奶。但一對子女漸長大，也
開始有自己的要求，兒子已想去歐洲，然而她希望待兒
子年長一點才給他去，而待 2、3 年後女兒有 15、16 歲

陳柏宇落實後年拉埋天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陳柏宇
（Jason）昨日到秀茂坪出席選民登記活動，呼
籲市民登記做選民，又與市民玩遊戲大派粽子
應節，吸引不少市民圍觀。
他表示 7 月 2 日是他與女友符曉薇
（Leanne）拍拖 4 周年的日子，二人已有共識
計劃 2017 年結婚，但具體內容都還未決定，酒
■陳柏宇
席還未訂，婚紗照也未影。問到為何落實在後
年結婚？他坦言今年已 32 歲，希望 35 歲前生小朋友。說到他是
為生仔結婚？他倒不否認：「都係，如果為結婚而生仔就慘
啲。」他又表示希望婚後生一至兩個小朋友，他笑說：「最多
生兩個，可以一仔一女，或者兩個女，但唔可以兩個仔，我同
女友後生時都係過度活躍，如果兩個都係仔怕會崩潰。」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梁
文玲）古巨基（基仔）去年與
女友 Lorraine 結束 20 年愛情長
跑後，終於在本月 30 日發行最
新國語專輯《我們》。基仔不
僅親自擔任整張專輯的創意總
監，為了拍攝封套和 MV，基
仔更斥資過百萬率領大隊人馬
赴英國取景，更順道與其經理
人兼太太 Lorraine 提早 3 天前
往巴黎補度蜜月！眼看基仔在
專輯封面牽着女生的手，難道
基仔不怕老婆呷醋？原來攝影
師原本密謀由 Lorraine 親身上
陣，但習慣低調的 Lorraine 以
「術業有專攻，信賴專業」為

汪
■詩詩一早為子女準
備好暑期課外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樂基兒（Gaile）與汪
詩詩昨日為雕塑藝術展主持揭幕，雖然活動於室外烈日
當空下舉行，但 Gaile 卻不怕暴曬，一來她有塗防曬，
也知道不好曬得太久，最多一小時之內。
Gaile 熱愛水上運動，也早已曬得一身古銅色，更大
讚香港的天氣很好，也令她想多去游水，平日較多到淺
水灣日光浴，曝露行蹤不怕有危險？她笑說：「這麼遠
不怕啦！」Gaile 很高興出席這次展覽，因之前修讀純
藝術時有學過這雕塑藝術家的作品，她自己也曾學造手
掌般大小的雕塑，但感覺並不容易要好講天份。重提日
前她被問感情事即調頭走，她無奈表示一直有感冒，很
多事情聽完也來不及反應。再問她目前的感情狀況？她
簡單回應：「單身！」但有追求者嗎？她則表示近期都
很忙，即將又要到意大利工作兩星期，感覺上這個夏天
時間過得真快，要看看能否認識到男友。會否喜歡救生
員這類型？她笑指沒有特定類型，愛情是講感覺。可是
不懂游水又合格嗎？她笑說：「未必每樣事情都要一起
做，兩個人不必完全一樣，像買鞋、整頭，要是整頭時
間他比我更長，我會很害怕呢！」

基仔 當妻面英倫攬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女子組合Super
Girls及新晉女歌手丁悅，昨日到屯門出席校園活
動，並教學生做運動，大受學生歡迎，而昨日
Super Girls成員Cheronna因病缺席。
Heidi 日 前 在 instagram 上 載 與 韓 國 天 團
BIGBANG 成員勝利合照，並寫上「雖然同唔
到最喜歡的影相......」，因而引起雙方歌迷罵
戰。Heidi解釋：「其實我講嗰句嘢唔係嗰個意
思，佢哋誤會咗，五個裡面我個個都鍾意，有
啲特別鍾意多啲，唔代表我同勝利影相唔開
心。」她又直斥有部分網民的留言太激進，太
不理智，留言很難聽，令她耿耿於懷。
Heidi謂當晚也有見到G-Dragon，但他被4、
5 個保鏢圍住，所以不夠膽上前合照。說到有
指她硬闖 VIP 區合照？Heidi 澄清沒有此事：
「唔係，我都係受邀嘉賓之一，我可以喺 VIP
區度走動，（可有向勝利抄牌？）無，我邊夠
膽，佢高高在上。」

不排除意國行有艷遇

香港文匯
報訊（記
者 李欣 天
津報道）作
為「創意香
港．天津」
系列的主要
活動之一，
■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 「香港電影
(左)與張家輝合照。
周．天津」
前晚在天津嘉里匯百麗宮影城啟幕。香港特區政府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金像獎影帝張家輝
及奧斯卡獲獎導演楊紫燁出席活動。
作為「香港電影周」的宣傳推廣大使，張家輝否
定了外界關於「香港早期電影風格已死」的說法。
他認為，香港電影的精神還在，只要有信心，就會
創作出新的經典。「死不死在於自己，我覺得香港
電影沒有死，電影創作者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
打出一片天。」
對於此次電影周展出的影片，家輝表示，每一部
他都樂意推薦，最令他欣喜的是很多都是新晉導演
的作品，讓他看到香港電影的活力，對香港電影的
未來充滿信心。同時他也希望自己導演的作品能有
機會參加下一次香港電影周展映。
近些年，家輝拍了很多影片且獲獎無數，但卻鮮
有與內地導演合作。家輝坦言：「有很多內地導演
邀請過我，我也想過在北京待一兩年，去實現與內
地導演的合作，更深入了解內地電影，也希望大家
一起做電影。」家輝更笑稱，最想與「異父異母」
的兄弟張學友合作電影。
「香港電影周．天津」活動由香港駐京辦與百老
匯電影中心合辦，由 6 月 17 日至 23 日為期一周的時
間裡，播放五套具有香港本土味道的優質電影《爭
氣》、《全力扣殺》、《可愛的你》、《衝鋒車》
及《點對點》。其中《爭氣》、《全力扣殺》、
《點對點》三套電影更是首次在內地公映。

君如首演舞台劇壓力大
由婉拒，因此才找 18 歲中法混
血女模接手拍攝。拍攝地倫敦
讓新婚的古巨基夫婦回憶多
多，因為 20 年前兩人初相識時
就到過倫敦，在不少地方留下
合照，如今舊地重遊，更展現
20 年感情歷久彌新！至於新歌
《找到你是我最偉大的成功》
■基仔與 18
歲混血女模
親密拍攝。

是否基仔唱給妻子的？基仔對
此笑說：「這是 1 張充滿
『愛』的專輯！」，他又表示
有很多自己的愛在裡面，不否
認音樂靈感來自愛妻，難怪專
輯從 A&R、詞曲、編曲、製作
到企劃、MV 等，都有他發自
內心的幸福感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吳君如、甄詠蓓及潘燦
良昨日為主演舞台劇《狂揪
夫妻》記招擔任嘉賓，首次
演出舞台劇的君如，現在忙
於每天排戲，她坦言因對手
全是舞台劇的一線演員，故
■吳君如
感到壓力很大：「因為對白
密集及多，而且要保持情緒高漲，更會向老公黃秋
生施展『家暴』，可能要找甄子丹設計招式。」她
坦言不會爆肚，因怕影響劇本進度，雖然辛苦，但
這亦是一個挑戰，自己亦想支持本地劇團的演出。
女兒暑假將至，君如每天忙於排戲，會否少了時間
照顧女兒？她指會帶同女兒工作，讓女兒看看排戲。
君如自爆女兒早前在學校奪得全級武術冠軍，笑言會
力捧囡囡為打女及大家閨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