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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英
國著名監製Donald
Ranvaud周日晚上在
加拿大酒店內猝死，
終年62歲。Donald
原本正於加拿大蒙特
利爾電影節擔任評
審，電影節發言人已
確認其死訊。電影節
於當地時間周一舉行
閉幕禮時，也為
Donald 默 哀 一 分
鐘，而為電影節得獎
者舉行的慶祝活動亦
取消。
Donald曾於 1989

年至1993年到中國
發展，並監製了兩部
陳凱歌作品《邊走邊

唱》及《霸王別
姬》。1998年，他
監製了由巴西國寶級
導演瓦爾特薩列斯
（Walter Salles）執
導的《中央車站》
（ Central Sta-
tion），該片獲奧斯
卡最佳外語片提名。
2004年，Donald監
製的《無主之城》

（City of God）獲
得4項奧斯卡提名，
翌年其另一齣監製電
影《無國界追兇》
（ The Constant
Gardener）同樣獲4
項奧斯卡提名，荷里
活女星麗素慧絲
（Rachel Weisz）更
憑該片獲奧斯卡最佳
女配角，成績驕人。

��
((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男子組合BEAST將
於本月30日再臨香港，假亞洲國際博覽館
舉行粉絲見面會。粉絲可以跟BEAST 5子
來次親切互動，齊齊玩遊戲，更可聽到成
員們真情流露，剖白內心。見面會門票將
於本月12日公開發售，最貴為限量VIP門
票，票價1,680港元，購得 VIP 門票的粉
絲將可參加騷前擊掌會，與BEAST近距
離接觸。
此外，BEAST主唱梁耀燮將於本月中旬
加入SBS綜藝節目《叢林的法則》，並前
往太平洋的一座小島挑戰大自然，他也成

為繼李起光、
尹斗俊及龍俊
亨後，第四位
登上《叢林的
法 則 》 的
BEAST 成
員。

香港文匯報訊 由黃百鳴監製、林
德祿執導，古天樂、張智霖、周渝
民、蔡少芬領銜主演，林保怡、陳
靜、盛君、石修主演的中秋檔電影
《S風暴》，將於9月15日與內地同
步上映。戲中周渝民飾演獨行殺手，
因是戰地孤兒，自小已被訓練成為職
業殺手，而林保怡則是從ICAC轉職
到馬會的保安經理倫添源，所以對於
揭發貪污案件自然有一手。而因為一
宗貪污案，林保怡得知了關鍵的線
索，結果招來殺身之禍，而周渝民亦

奉命要大開殺戒，潛入林保怡的屋
企，在保怡準備要致電揭發之時，將
他殺掉。
導演刻意安排這場港、台視帝打鬥

戲份予周渝民及林保怡，除了增加劇
情的緊張度外，同時亦是給兩位視帝
大鬥演技。林德祿道：「仔仔（周渝
民）與保怡的演技都較內斂，這場戲
擺明單靠演技去較量，而且更要邊打
邊演，絕對不簡單。」
今次是兩大視帝首度合作，林保怡

對於零對白的交流，大呼過癮，他

說：「演戲有對白的話，會帶動了整
體氣氛，但這次跟仔仔單靠眼神交流
來演出這一幕緊湊的戲份，只靠眼神
與動作交戲，讓觀眾感受到這場戲的
緊張氣氛，難度雖高，但卻讓我過足
戲癮。」林保怡更笑言，雖然自己
「被謀殺」，但死得好high！

李英愛下廚招待節目主持
韓國女星李英愛近日首次以個人身份參與綜藝節目，為SBS電視台中秋特
輯《唱歌的明星－Blu Star》錄影。她更邀請劇組到其位於京畿道楊平郡的大
宅進行拍攝，又親自做料理招待幾位主持，並跟他們分享她與家人的生活點
滴。
昨日SBS公開四位主持跟李英愛在大屋內進行拍攝的照片，以及由李英愛

親手揸機的車內自拍照，看來氣氛相當融洽。節目將於本月16日晚上播出。

IU大讚劉詩詩是美人
由一眾人氣偶像李準基、李知恩（IU）、姜河那、EXO成員伯賢、南柱
赫、洪宗玄與少女時代成員徐賢等主演的韓國年度重頭劇《步步驚心：
麗》，上周首播後大受歡迎。
李準基、IU、姜河那及伯賢日前在韓國受訪，對於《步步驚心：麗》與原
版由吳奇隆、劉詩詩與鄭嘉穎主演的《步步驚心》相提並論，一眾演員坦言
壓力甚大。飾演四王子的李準基，認為有比較是好事：「《步步驚心》在內
地很出色，我們今次以韓國的高麗時代演繹新版本，呈現與原作不一樣的韓
國風貌。」
至於飾演女主角解樹的 IU表

示：「在內地原著中，劉詩詩是位
美人，這點讓我很擔心，不過拍攝
時沒有擔心原著的事，因為我認為
我們在拍攝一部新作品。」至於劇
集初哥伯賢亦表示：「說不大壓力
一定是謊話，為了做得比原作更
好，大家都很努力。」

曉明送花賀Baby新劇煞青
楊穎（Angelababy）、鍾漢良等主演的電視劇《孤芳

不自賞》在象山煞青，Baby老公黃曉明更現身送花。
Baby在劇中飾演有勇有謀的女諸葛——白娉婷。在拍攝
過程中，Baby經歷了象山最炎熱的夏天，每天需在攝氏
45度的拍攝棚裡穿着古裝拍戲，非常辛苦。

傳謝安琪肚凸懷孕

張繼聰繼續賣關子
周渝民林保怡單靠眼神動作鬥戲

BEAST月尾重臨香江會港迷曾監製《霸王別姬》Donald Ranvaud猝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電影《今晚打喪屍》煞科
宴於前晚舉行，演員萬梓良、
張繼聰、吳家麗、白只及顏卓
靈等均有出席。對於太太謝安
琪（Kay）傳出懷孕，被拍得穿
工人褲「肚凸凸」帶着兒子上
學，阿聰表示當日全家總動員
去支持兒子進行足球校隊選
拔，其實近來出街見到街坊都
向他講「恭喜」，然而暫時他
沒事情要宣佈。
會否因太太懷孕不足三個月
怕BB小器？阿聰笑說：「不講
得就真的不講了，多謝祝福，
我太太和家人全部都好開心，
有事情可以講才講吧！」那Kay
會否是發胖才有「肚腩」？阿
聰愛護太太笑說：「作為老公
完全看不到，我老婆咁正！」
他又指太太在放假每日又食又
旅行，感覺好爽，而且好健
康，跟從前一樣高質素。至於
生BB計劃？阿聰坦言有會迎
接，且他兩公婆早有計劃，畢
竟都是喜歡小朋友，假如真的
有喜訊定向大家公佈。

萬梓良擬明年轉做幕後
萬梓良（萬子）表示今次戲

中跟吳家麗有不少調情戲，而
他本身患有糖尿病，獲製片安
排他隔日才開工，好讓有充分
休息補充體力去演出。對於白
只與顏卓靈情侶檔演出，問他
有否提點二人不好只顧着拍
拖？萬子笑說：「我又不是他
們的家長，感覺合作的新演員
表現都很出色。」
萬子明年七月便60歲，他笑
言已定好計劃，準備轉戰幕後
嘗試做導演或監製，他說：
「但都未落實，因我計劃做到
66歲，因到時我個仔21歲，不
過拍戲不能因我身體狀況遷就
到，工作上未必這麼順利，所
以還是照原定計劃明年60歲就
退休，可以的話再完成心願，
導演一部電影再監製一部電視
劇。」

白只與顏卓靈情侶檔演出，
被問會否為演出而吵架，還是
更增進了感情？白只笑言跟女
友都是作學術性的討論，增進
感情亦跟拍戲無關，由於拍拖
時間不算長，仍然覺得好新
鮮。顏卓靈則不介意跟男友再
合作，白只亦和應說很期待，
不過不希望以戀情招徠工作，
像拍這部戲時劇組都不知他倆
在拍拖，主要是想做演員應做
的事情。

■《霸王別姬》也
是由Donald監製。

■ Donald
Ranvaud
原本正於加
拿大蒙特利
爾電影節擔
任評審。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2016香港先生選舉》舉行在

即，昨日十位準香港先生出

席記者會，並即場投票互

選出「友誼先生」，結果

7號楊灌澤被選為「友誼

先生」。至於有份擔任

司儀的農夫就一致睇好3

號梁裕恆，因對方曾做

消防員，服務人群，職業

討好。

農夫睇好梁裕恆奪獎機會大

獲選
「友誼先生」
7號楊灌澤得獎後受訪，被問到是否覺得因自己欠決殺傷力才得獎？他否認道：「希望唔係啦，為咗學多啲
中文，同每個兄弟都傾偈，大家好啱傾，（知道好多秘
密？）個個都想努力做好個騷，分享吓練習才藝食，又會
傾鍾意邊個女星。」問到他可怕因廣東話不靈光被決賽司
儀鄭裕玲考起？他說：「唔怕，如果答唔到，盡量用英文
表達。」
3號梁裕恆（Flow）對於被農夫睇好能成為三甲，他笑

指二人有品味，又賣口乖讚陸永的女兒都好得意。參選以
來新聞不絕的Flow，近日被踢爆曾為ViuTV拍攝節目，
他澄清已向TVB申報：「係朋友搵我拍，個節目係今年4
月尾拍，TVB都知，申報咗，（好想入行？）覺得好好
玩，入唔入行都仲未知，ViuTV當時冇搵我簽約，亦都
冇叫我宣傳。」提到節目中有介紹女仔給他認識，他表示
沒有跟當中的女參賽者發展：「因為唔啱，好少追女仔，
好麻煩，冇興趣，好難遇到自己鍾意。」不過他強調自己

拍過拖，是正常人。

嘟姐被爆偏好洪永城類型
農夫將於本周六晚舉行的港男選舉夥拍鄭裕玲（嘟姐）

擔任司儀，他們表示睇好2號麥凱程、3號梁裕恆及9號
丁子朗，陸永和C君更一致睇好3號梁裕恆，因為對方做
過消防員，職業討好，又服務人群，自己是男人都想被他
救。問到他們可知道嘟姐的心水？他們笑說：「嘟姐講過
洪永城靚仔，佢應該係對大眼雙眼皮麻麻，鍾意啲斯
文。」
已有兩個可愛囡囡的陸永，近日趁住結婚五周年向太太

重新求婚，C君就抵死說：「使乜啫，搞大咗唔好嫁呀？
」陸永表示當年與太太結婚時，因太太懷孕，太倉促冇
求婚，所以結婚周年紀念時再重新求婚，之後可以一次過
慶祝。問到太太可有感動到喊？他笑指自己感動到喊。

楊灌澤楊灌澤

■戲中周渝民潛入林保怡家大開殺戒。

■李英愛邀請劇組到其大宅拍
攝。 網上圖片■■李英愛與主持人在車內自拍李英愛與主持人在車內自拍。。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BEASTBEAST

■■IUIU飾演女主角解樹飾演女主角解樹。。

■陳庭欣穿
上超Deep V衫
搶鏡。

■■77號楊灌澤獲選為號楊灌澤獲選為
「「友誼先生友誼先生」。」。

■■十位準香港先生將於本周六對決十位準香港先生將於本周六對決。。

■■BabyBaby對於老公黃曉明對於老公黃曉明((左二左二))現身大感驚喜現身大感驚喜。。

■■左起左起：：萬梓良萬梓良、、顏卓靈顏卓靈、、吳家麗及白只開心出席電影煞科宴吳家麗及白只開心出席電影煞科宴。。

■張繼聰
稱如真的
有喜訊定
向大家公
佈。

■農夫睇好 2
號麥凱程、3號梁
裕恆及 9號丁子
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