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危
城》昨日
在香港博
覽影視展
上舉行發
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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栢芝嘗盡事業起跌學謙卑
張栢芝最近參與內地節目《娜就這麼說》談及自己
由23歲以來的事業高低，她於節目中除了感激周星
馳外，又感激爾冬陞。栢芝在她23歲時，憑演出爾
冬陞的電影《忘不了》勇奪第23屆香港金像獎最佳
女主角，然而，在她32歲那年，卻憑電影《河東獅
吼2》奪得金話梅電影最爛女主角，於9年間嘗盡事
業的高低起跌。栢芝自言23歲時的自己太任性，到

了現在仍保存着
《忘不了》及
《河東獅吼 2》
的 DVD，提醒
自己要謙卑及謙
虛。她又表示當
遇到不開心事
時，哭完便會重
新振作。

《寒戰2》預告首曝光
由郭富城、梁家輝、楊采妮及李治廷等主演的《寒

戰2》將於今年暑假上映，除了上述的原班人馬外，
更加入了周潤發，片方於昨日公佈了首款概念海報及
預告片。同於預告片出場的梁家輝、郭富城及周潤發
不斷針鋒相對，其中郭富城飾演的警隊一哥劉傑輝先
發出警告：「再往前一步，我就和你開戰！」梁家輝
飾演的李文彬亦霸氣回應：「我奉陪！」 家輝表
示：「我怎麼可能這麼輕易就認輸呢，這次絕對是有
備而來，讓你們看到一個非常有『深度』的李文
彬。」而在預告片中周潤發就以西裝眼鏡造型登場。

傳安宰賢今年娶具慧善
現年31歲的韓國女星具慧善最近被爆與28歲的男

星安宰賢因合作韓劇《Blood》後，譜出姐弟戀，隨
後二人亦大方承認戀情。昨日再有報道指男方經常在
友人面前提及結婚計劃，又盼今年內與女友結婚，其

經理人公司回應指這
是屬於藝人的私事，
不清楚詳情，而女方
所屬的經理人公司亦
沒有回應。另外，韓
國 女 子 組 合 After
School前隊長嘉熙昨
日宣佈結婚，將於下
周六（26日）在夏威
夷與比她年長3歲的
生活時尚品牌老闆楊
俊茂結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3D
電影《三少爺的劍》昨日於香港國
際影視展上舉行發佈會，出席有出
品人于冬、導演爾冬陞（小寶）、
男女主角林更新、江一燕、蔣夢婕
及顧曹斌。眾人於台上大談拍攝感
受，當年的「三少爺」爾冬陞更將
寶劍傳給新一代「三少爺」林更
新，林更新即跪地收下寶劍。
以3D手法拍攝武俠鉅著，小寶表

示所花時間長亦貴在特技，目前仍
在北京做後期，製作費以億計算，
他又指今次監製徐克幫了他很多，

沒他可能完成不到該片。林更新坦
言演「三少爺」壓力挺大之前他拍
《智取威虎山》也有動作，但今次
打的很多，每天要跟武術指導練
習，每場戲要排上一小時才拍，到
殺青時自己的狀態已很累，也沒從
前般活潑。小寶則讚賞他說：「他
很聽話又溫馴，且他比我好，我演
三少爺時是19歲太嫩了，他26歲年
紀較適合，造型上又較man，他本
身又有點滄桑韻味，我現都不敢回
看自己的演出。」提到吳奇隆與劉
詩詩將於本月20日在峇里島舉行婚

禮，林更新有否獲邀參加？他表示
有收到喜糖，知道他們是邀請家人
出席，圈中人較少。

爾冬陞寶劍傳「接班人」林更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思 穎 ） 陳 奕 迅
（Eason）、劉心悠、
Janice Man、莊思敏、鄭
欣宜等昨晚出席髮型屋成
立10周年派對，Eason平
日對自己的髮型沒甚要
求，什麼都不搞便是最
好，身邊的人都說他短髮
較清爽，但Eason卻心思
思想留長髮。
近日其老友謝霆鋒返

港，Eason沒正經笑說見
霆鋒已是三年前的事，
接着才認真透露上個月
見過對方，知他正與吳
奇隆參與一個訓練女團
節目，最開心是見他對
音樂有回興趣，很久沒
見他談那麽多音樂，問
他霆鋒有否提起感情
事？Eason說：「我們向
來都不談感情事，以前
都是講龜。」對於盛傳
霆鋒和王菲在年底結
婚，Eason表示沒聽過，
相信對方有開心事會跟
他說，這次是傳聞。
Eason 又開心透露這

三個月假期，讓他找回
自己條命，而下月初他
便開始在台灣展開巡
唱，這兩年半時間共舉
行過110場巡唱， 但仍

未超越學友17個月內的
140多場紀錄，今年10
月尾在北京做巡唱的最
後一站，希望能在鳥巢
這個大場地舉行。
劉心悠將會為劉詩詩

的婚禮出任伴娘，她到
時會提早幾日到峇里
島，至於會否有玩新郎
環節要到埗先知，單身
的她到時會否留意一眾
兄弟團？她笑言：「到
時好忙，不得閒，做伴
娘好辛苦，我會用力量
祝福他們。」

宋仲基宋慧喬
下月襲港谷新劇
香港文匯報訊韓國
人氣劇集《太陽的後
裔》在全亞洲掀起熱
潮，更將於下月6日
正式登陸香港，在
ViuTV啟播當日作全
港首播。ViuTV隆重
其事，更邀請男女主
角宋仲基及宋慧喬來
港宣傳，「雙宋」將
於下月5日會港迷，
屆時勢必引起哄動。
全 新 免 費 電 視
ViuTV99台即將於下
月6日正式與香港觀
眾見面，並製作各類
精彩節目，自製及外

購一線戲劇，為觀眾
呈獻人氣話題作。韓
劇《太陽的後裔》將
打響頭炮，於ViuTV
啟播當日 8 時半播
出，劇集將以廣東話
配音及韓語原音播
放，配以中文繁體字
幕讓觀眾欣賞。
《太陽的後裔》從2

月24日開播以來，在
韓國的收視率持續飆
升，不斷刷新紀錄，
日前播出的第6集收
視率，更超越了《來
自星星的你》，威力
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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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潤發以
西裝眼鏡造
型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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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仲基吊
威吔的劇照
昨曝光。

■林更新跪地收下爾冬
陞傳給的寶劍。

未聞鋒菲年底結婚
Eason：以前都是講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吳雨霏
（Kary）、周柏豪、草蜢、吳業坤、陳詠謙等
歌手前晚為「東華四季共鳴145年慈善音樂
匯」演出，而東華主席何超蕸、總理黃賢誌、
連詩雅、鍾浠文、王宗堯女友黎紀君等均有出
席。
開場時先由草蜢打頭陣演出，露肩打扮的
Kary和柏豪在台上自彈自唱《同天空》及《二

十世紀少年》，腳踏六吋高跟鞋的Kary演出完
後便到後台做訪問，期間因路面不平，Kary不
慎仆倒跪在地上，幸而沒有受傷，之後做電子
傳媒訪問時又差點跌倒，Kary笑說：「做善事
仆倒來。」聲沙沙的她又透露因天氣影響睡得
不好，以致身體不適。
說到其待嫁好姐妹楊愛瑾（Miki）早前聯同
鄧麗欣、區文詩等到泰國作婚前派對，Kary表
示因有工作在身，未有隨行。Miki透露就籌備
結婚一事有向Kary取經，Kary坦言有跟對方
分享經驗，始終辦婚禮不容易，有些事情可以
避，省卻麻煩，又教她如何寫喜帖。當問到
Miki效法她搞海外婚禮，Kary即裝傻說：「我
不知道，你問她啦，我好口密，（你年中已請
假？）你們很醒，還是等她回答，她都是想簡
單為主，不想太煩。」
柏豪為了這次演出，搏命練習打太鼓，因為
練得太盡，導致左邊膊頭拉傷，睡覺時動到傷
處便很痛，令整個人精神很差，現時痛到拿不
起東西，唯有頂硬上，今晚演出完才求醫。

Kary行善「仆倒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
娜）資深香港導演冼杞然昨日在
會展宣傳新戲《終極勝利》，是
他相隔20年再執導演筒。他表示
10多年前已構思拍攝該片，因電
影改編自奧運金牌得主李愛銳回
流中國，把畢生奉獻教育的故
事，所以他花了多年時間去籌
備、拜訪李愛銳的後人及收集資
料，直至去年1月才開拍，遠赴
美國、加拿大等地取景。

該片由荷里活型男約瑟費恩斯
(Joseph Fiennes)擔任主角，冼導
讚對方認真專業，對拍戲很用
心，「因角色設定是不能飲酒，
他在拍戲期間滴酒不沾，就算有
酒商希望贊助我們，他亦婉拒，
表明不希望戲裡出現有酒的情
節。」
至於拍攝期間有何困難，他笑

稱當然多，最常見是夏天拍冬天
戲。

冼杞然相隔廿年再執導演筒

■冼杞然在十多
年前已構思拍
《終極勝利》。

陳敏娜攝

■Kary 作露
肩打扮。

■因路面不平，
Kary 不慎仆倒跪
在地上。

■Eason心思思想留長
髮。

昨日古仔、青雲及Eddie分別手持手
槍、鐵鞭及刀上台，當司儀問到古

仔與青雲的兩米鐵鞭比較，會否擔心給比
下去時，古仔笑言：「不一定要大先有
用，我這些叫短小精幹！」拿鐵鞭的青雲
被司儀笑指他條鞭有兩米長，青雲就搞笑
說：「公開秘密啦，條鞭仲熱的！」他又
指用長鞭鞭打得最多的是自己。擔任動作
指導的洪金寶則笑言古仔戲好所以不用
打，又讚Eddie用心演出。說到Eddie也是
公認的靚仔，大哥笑言自己三十年前比他
更靚仔。

古仔舒服演大奸角
之後三位演員接受訪問，青雲表示拍戲

前用了三、四日練習，但練習時用的不是
鐵鞭，是較柔軟的鞭，不過他都打到成個
身有一條條痕，要是用真鞭相信馬上「爆
缸（流血）」。問到可有用鞭打古仔？他

說：「冇機會打古仔，打到佢我就死！」
古仔自言今次很少打戲，拍得最舒服，
而他是演大奸角，他說：「這麼衰的角色
還是第一次，殺人無目標，旨在破壞同殺
人。」他又取笑青雲下次再拍動作可以用
五米長鞭。問到青雲會否再拍動作戲？他
謂暫時未去想，但今次的拍戲令他感覺很
新鮮，相當好玩，雖然有用替身，但最後
大部分都是親身上陣，最令他驚訝的是吊
威吔技術進步了，可以做到自己控制。

彭于晏自讚皮膚好
首次拿大刀拍戲的Eddie，慶幸還可以
應付得來。戲中他的造型要黐上滿臉鬍
鬚，拍的時候因天氣炎熱不停流汗，問到
可有皮膚敏感？他笑說：「我的皮膚不爭
氣，狀態好好，那樣就可以不用黐鬚。」
不過能夠與青雲、古仔兩位偶像合作非常
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陳木勝執導，洪金寶

（大哥）擔任動作導演的新片《危城》，昨日在香港國

際影視展舉行記者會，三位男主角古天樂(古仔）、劉

青雲和彭于晏（Eddie）分別手持戲中武器出場，威武

有型，大哥並大讚三位男主角的表現令他喜出望外，尤

其是未拍過動作戲的青雲。不過青雲為練好長鞭，用了

三、四日時間練習，更打到全身有一條條痕。

《《危城危城》》主演武器比長短主演武器比長短

青雲練長鞭青雲練長鞭
全身留痕全身留痕

■■右起右起：：劉青劉青

雲雲、、古天樂及彭古天樂及彭

于晏手拿戲中武于晏手拿戲中武

器出場器出場。。

■■有份參演的廖啟智分享拍攝感受有份參演的廖啟智分享拍攝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