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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焯羚)中國內地的電
影票房愈來愈厲害，賀歲檔電影票房是以億
遞增，然而賀歲第二檔電影仍然強勢，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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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片《葉問 3》已於本月 4 日正式在內地
院線上映，全國 55％的銀幕都在放映此片，
首日排片超過 4 成，成為開季第一大片。

「互聯網+電影+金融」創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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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 5 億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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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首日票房破億何來？

當日《美人魚》上映首日有 2.76
億元票房，而《葉問 3》上映 16 小
時即破億，3天更有望5億票房。對
$
於開畫就以億元計票房，相信許多
人心裡都有疑問：「成億幾票房一日點賣得晒
呀？」、「是否報大數呀？」大家的懷疑合理，經
過跟徐小明做訪問，終於得出了以下答案。
小明哥表示：「票房是真的，因為這數字不是一
日內產生的，是套戲拍攝其間票房已經產生！」原
來內地電影賣票如演唱會賣票一樣，有提供網上預
售，香港戲院一般只預售 3 天，但他們則於半年前
已經開始預售，所以有些戲未拍完已知賺錢或蝕
本，而且他們與不同網站合作推銷，等於每天有幾
千個 sales 在賣飛，亦因為不少是包場，所以票房數
字可以「一支箭飆升」，分分鐘首日票房包含了 3
日後才睇戲的觀眾。
另一方面，一齣電影有多少銀幕放映也很重要，
全國共 3 萬張銀幕，《葉問 3》佔了 55％，上座率
高，那你已可以預算票房收益多少了。那發行商又
能在幾十億票房中收到多少金錢呢？當然不會是幾
十億，目前的計算方法是片商跟戲院方訂好一個特
定的票房數字，達標範圍內可獲 3 成多收益，如數
目超越目標則佔的收益比例肯定超過 3 成多了，4 成
或5成都有可能。
目前內地的電影票房增長最快和最多的是二線城
市及鄉鎮，反觀大城市增長卻不太大。而以單一戲
院計，全國最高入座率的戲院是成龍在北京開設的
戲院。也是目前成龍自資的唯一一間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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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創下3月票房最快破億紀錄，另首日票房佔比高達8成，打破
世界各地票房佔比紀錄。及後，《葉問 3》又於上映 34 小時破
兩億，成為最快破兩億華語功夫片；上映 60 小時一鼓作氣破 4
億；上映3日（截至6號為止）票房超5億，有此成績令 《葉問
3》總製片人兼內地市場的發行商十方控股主席施建祥及行政總
裁徐小明十分興奮！

讓資本市場融入電影工業
徐小明坦言：「《葉問 3》6 號票房或超越 5 億，十方控股早
前以巨資收購《葉問3》內地票房收益權，如今不論票房和口碑
都證明，施主席眼光獨到，睇準內地電影市場的巨大潛力。」
施建祥認為：「現今電影要在票房上有所突破，必須利用互聯
網的『即時』優勢及金融概念，讓資本市場融入電影工業才能夠
有所突破，當然電影本身的高質素也是關鍵。」徐小明直言佩服
施主席， 《葉問3》引證他首創的「互聯網+電影+金融」的新一
代電影發行模式會成功。成功突破了傳統的發行模式。
施建祥的十方控股原本搞傳媒出版業，其後又投資地產金融
界，賺錢後決定染指電影業，徐小明透露施生看好未來 5 年內
地電影市場高速增長，因不熟悉製作，所以公司暫時只做買片
及投資一些合拍片，將有潛力的片買下來自行發行，打穩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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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基礎，才向製作方面發展。 例如甄子丹及拳王泰臣主演
《葉問3》是黃百鳴公司製作，施先生成為其中一投資人，再包
底購入《葉問 3》內地的發行權，換言之《葉問 3》票房如超越
買入時訂下的票房數字後所有票房收益歸十方了；發行方憑着
他強大發行能力有博取更大收益機會。而製作方拍完片已穩袋
應得利益，不用花時間搞發行，不用因傳統發行模式要等 9 個
月回本期；達到雙贏局面。

施建祥廣結荷里活影人
施先生對做電影業很投入，早前受邀出席第 88 屆奧斯卡頒獎
典禮，期間更特設宴奧斯卡「快鹿之夜」招待影壇權威人士、
奧斯卡獲獎者、荷里活製作人、各界名流齊聚一堂。施生當夜
不但與奧斯卡金像影帝 Jon Voight（安祖蓮娜的父親）在「快
鹿之夜」交流心得，暢談對影業的展望，更邀請到奧斯卡影帝
艾哲倫保迪（Adrien Brody）於百忙中抽空出席，成為十方控
股席上的貴賓。
徐小明被問到為何不做製作人做十方行政總裁？他表示本來自
己真的只想做製作人，手上有多個製作計劃，獲施生邀請本來只
想做顧問，後來施生實在需要幫手，所以決定加入，施生又容許
他完成已與人簽約的製作方案。他感覺施生利用互聯網的「即
時」優勢及讓資本市場融入電影工業的方式很有希望，而且十方
搞電影以香港為基地，希望這模式有利重振香港電影業。

慧嫻當年用B哥歌追男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陳慧
嫻一連四場《陳慧嫻 Priscilla-ism 演唱
會》前晚進行第二場演出，圈中人陳
志雲、藍奕邦、黎芷珊與周汶錡等入
場欣賞，慧嫻繼頭場唱出多首經典金
曲，又表演勁歌熱舞。擔任表演嘉賓
的鍾鎮濤（阿 B）笑言終有機會與慧嫻
合唱，慧嫻就自爆當年曾用 B 哥哥的
歌來追男仔。
陳慧嫻全晚換上多套歌衫獻唱，又
不介意公開自己已達 50 之齡，她解釋
當年急流勇退是因為答應了父親要完
成學業，並非不珍惜她的事業和歌
迷，現在雖已有 50 歲，仍希望在音樂
路上有所突破。頭場獻唱《傻女》時
慧嫻被煙花效果嗆到，前晚再獻唱時

已取消放煙花環節，結果整晚表現完
美。
鍾鎮濤出場時與慧嫻相擁，二人手
拖手合唱《不可以不想你》，B 哥哥坦
言與慧嫻同屬一唱片公司，多年來一
直沒機會合唱，前晚終於獻出他的第
一次。
慧嫻就笑稱中學時期最喜歡 B 哥哥
的歌，又試過點歌《不可以不想你》
給心儀男仔，B 哥哥聞言道：「這首歌
其實是我被女仔飛才寫的。」令全場
歌迷大笑。當慧嫻要回後台換衫，B 哥
哥就獨唱一首《Shalalala》，全場觀眾
站立跳舞，B 哥哥說：「我剛剛完成溫
拿演唱會，其實都意猶未盡，搞到我
都好想開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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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am 曾因睡眠不足撞對頭車

■鍾鎮濤笑言終有機會與慧嫻合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張智霖（Chilam）昨日出
席代言的產品宣傳活動，並跟
觀眾玩遊戲，樣子保養得宜的
Chilam更透露保養心得，除了
飲美肌補充品外，又會做運
動。Chilam自言對運動雖不是
很狂熱，但不用工作時就會做
運動保持狀態，現時也有跟黃
佩霞做瑜伽，倒立更是他的強
項，隨時隨地都可以做倒立。
問到兒子可有跟他一起做瑜
伽？ Chilam 笑說：「個仔經
常模仿我的動作，但我不敢讓
他做倒立，而且太太會喝止
他，個仔好活躍，似足馬騮
仔。」

談到工作，Chilam 透露四
月會再接拍一個真人騷，會教
大家危急處理。問到他可有試
過處理危急事故？Chilam說：
「多年前拍《射鵰英雄傳》七
日無睡覺，揸車時撞到對面線
兩架車，當時成個人即刻醒
晒，好彩人沒事，只是車頭撞
凹，自此都好小心駕駛。」
近日網上流傳有一段疑似撞
車黨的片段，一個男人突然衝
出馬路撞向一輛的士的車頭擋
風玻璃，Chilam表示有看過該
片段：「都唔知他想點？真係
無妄之災，如果我係個司機都
好無奈。」他慶幸未遇上撞車
黨，反而詐騙電話就收過，他

雷頌德指妻欲自製烹飪節目

鄺美雲以彩鑽比喻人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雷頌德（Mark）與李樂
詩昨日以慈善大使身份，到山頂出席慈善步行籌款活動。
阿 Mark 自言平日好少做運動，有演出前才會操弗。提到
太太梁家玉廚藝了得，他笑言太太經常煮好的給他吃，美
食當前要忍口的確很辛苦，最愛吃太太煮的肉骨茶。之前
其妻主持的飲食節目反應不俗，Mark 透露太太有意自己
製作烹飪節目分享煮食心得。問到他會否在金錢上支持太
太？他笑謂最重要開心，而財政一向都是交由太太管理。
李樂詩表示大仔今年將會升小一。近年主力湊仔的她，被
問到會否考慮復出？她表示待兩個兒子大一點會再唱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鄺美雲（Cally）昨日出
席《亞洲彩鑽協會成立典禮》，佩戴逾千萬鑽飾的她表示
當中包括有自家品牌的珠寶。獲委任為亞洲彩鑽協會榮譽
會長的 Cally，以彩鑽比喻人生：「我覺得人生出來就似
完美鑽石，經過不同經歷及學到很多知識後，就會加上很
多色彩，成為彩鑽。」問到 Cally 覺得自己的人生是什麼
顏色的鑽石？她笑道：「每人都有心儀的彩鑽顏色，自覺
是彩鑽，什麼顏色都屬於我，不同場合有不同光芒發揮出
來，做慈善或華麗工作會有不同亮點。」既要打理珠寶生
意，又要兼顧榮譽會長，豈不是沒有時間去覓終身伴侶？
她笑說：「其實現在都好忙，但都開心的，不過沒有影響
的，遇到（愛情）都唔mind。」

話劇《武則天》登紐約舞台
中新社電 由內地著名女演員劉曉慶領銜主演的大型傳
奇歷史話劇《武則天》當地時間 5 日晚在紐約精彩上演。
這也是繼《風華絕代》後，劉曉慶主演的第二部話劇力作
登陸紐約舞台。大型傳奇歷史話劇《武則天》由天津人民
藝術劇院創排，劉曉慶領銜主演。劉曉慶在劇中服飾雍容
華貴，結合現代元素的精彩對白，得到現場觀眾熱烈喝
彩。

笑說：「一聽就知是詐騙電
話，玩了一輪，亂講一輪後，
對方都無癮收線，不過下次再
遇同類事件不會再玩，會記低
電話及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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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羊獎」啟動式澳門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 「金羊獎」澳門國際電影節新聞發佈會
暨啟動儀式昨日在澳門舉行。英國電影和電視藝術學院主
席洛杉磯分會（BAFTA/LA）前主席 Gary Dartnall、釜
山國際電影節前主席金東虎及香港資深電影攝影師黃岳泰
出席並發言。頒獎典禮將於明日舉行。

■黃岳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