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揚威內地

娛  樂  新  聞B2 ■責任編輯：鄺御龍 ■版面設計：黃力敬 20172017年年66月月1111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香港文匯報訊 英皇電影《原諒他77次》
將於本周四（15日）上映，故事講述同在法
律界工作的Eva（蔡卓妍飾）與Adam （周
柏豪飾）拍拖十年多，卻因一件小事突然分
手。
莫名「被分手」的Adam，酒醉後與傾慕
自己的學生Mandy（衛詩雅飾）發生了關
係。隨後Mandy在Adam的家中意外發現一
本由Eva所寫的77次心碎記錄，Mandy閱讀
筆記時，彷彿穿越時光。五年前，Eva得到
一本名叫《77 Heartbreaks》的記事簿，是讓
情人們寫下他們的心碎經歷，而當本子寫滿
時，就是記事簿主人該分手的時候。而在記
事簿裡，Eva一次次的被傷害記錄歷歷在
目……
Adam發現《77 Heartbreaks》的存在後，
愧疚不已，更發現自己根本無法忘記Eva，
終鼓起勇氣在眾目睽睽下向Eva道歉。愛終
歸不是一條公式，當Adam跪在Eva面前
時，Eva的心還是融化了…… 二人重新開
始，豈料Eva在Adam家中發現屬於Mandy
的物品，到底Eva可否原諒Adam第78次？
女人，要心碎多少次才懂得「真．分手」？

同名小說改編
電影《原諒他 77 次》（英文片名《77
Heartbreaks》）是根據李敏的同名小說改
編，由邱禮濤執導；李敏同時擔任編劇。小
說也是由Eva和Adam終於分手講起，當Ad-

am還覺得女友為了一件雞毛蒜皮的事便要放
手，是一時意氣用事，但原來對方已狠下了
心。直至 Adam 發現 Eva 的《77 Heart-
breaks》記事簿，才明白一次又一次累積的
傷害到底有多深，縱使每次都獲得原諒，但
每次心碎的理由都已清楚記下，足見自己的
粗枝大葉，以及不顧及別人感受，如何令對
方由「心醉」變成「心碎」。蔡卓妍正正是
看到這劇本後，極感興趣，更自告奮勇為電
影進行前期籌備工作。

英皇電影現送出《原諒他77次》戲票30張予《文匯報》讀者，有興趣的朋友
請剪下《文匯報》印花，連同貼上$1.7郵票兼註明「娛樂版《原諒他77次》戲

票」的回郵信封，寄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3樓——《文匯報》，數量有
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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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結為夫婦的吳中天和楊子姍，昨天上午的
迎娶儀式在酒店進行。一大清早，新郎哥

帶領由小學同學組成的兄弟團抵達新娘住處，
而楊子姍的姊妹團設置了重重關卡，以求增加
吳中天娶得美人歸的難度。
第一關先在門外擋住吳中天，問他為何姊妹
團要讓其進去娶妻的理由。只見吳中天在門外
大喊三聲「因為我愛子姍」，姊妹團又接着問
他們首次接吻的地點，答對才可進門，吳中天
答是台北家裡的陽台，結果順利過關。進去
後，姊妹團設置四個遊戲關卡，要新郎哥及兄
弟團逐一完成。

設四大難關考新郎哥
這四個遊戲玩法大為不同，首先是桌上有八
個不同的唇印，要吳中天猜出哪個才是子姍
的，猜錯就要給姊妹團利是。之後有兄弟團看
着影片跳舞，跳到子姍的兩名長輩拍手才算
OK。第三關是30秒內眾兄弟要做200次掌上
壓，代表有好體力。最後一關是客廳中藏起一
隻白色鑽石高跟鞋，大夥兒要在限定時間內找
出，以讓吳中天親自入房為子姍穿上。最終新
郎哥等人順利過關。
接過新娘後，兩位新人先在女家兩名長輩面

前叩禮，祝福他們身體健康，長命百歲。吳中
天也感謝對方相信他，把子姍交到他的手上，
他一定會盡一生的氣力來呵護子姍，此時子姍
已眼泛淚光。長輩也叮嚀子姍和中天要好好過
日子，互相包容，孝順父母。

帶愛郎到內地感抱歉
之後吳中天牽着楊子姍前往男家，兩位新

人在中天的爸爸及媽媽面前叩禮、奉茶。
中天感謝爸媽的養育之恩，子姍則對老
爺和奶奶感到抱歉：「因為我在內地生
活，也把中天帶到內地，讓中天缺席了
很多爸媽在台北的活動及節日，我跟中
天會好好的過生活。」中天的父母
說歡迎子姍加入其家庭，「大家都
是一家人，婚姻是很長的路，以後
的路很長、很寬，只要自在盡力
就好。」
進行過多個傳統儀式後，

「天姍」夫婦改以中式禮服
示人，楊子姍更顯得幸福動
人。而在迎娶儀式後，昨
晚一併舉行了喜宴，招待
親朋好友共賀喜事。

迎娶吳中天吳中天 楊子姍楊子姍
夫為妻穿鞋上演《仙履奇緣》

香港文匯報訊 「天姍」二人終締結兩地良緣。台灣男星吳中天跟內地女星

楊子姍，昨天早上在台北舉辦婚禮，男方在雙方家人和好友的見證下正式迎娶

新娘子。一對新人均穿上改良式的中式禮服，臉上流露着無比幸福。最終中天

為妻子穿上鑽石高跟鞋，如同《仙履奇緣》般令人感動。

香港文匯報訊 由荷里活巨星湯告魯斯
（Tom Cruise）領銜主演的新片《盜墓迷
城》（The Mummy，見圖），雖然看似
多年前的同名電影重拍版，但表達手法和
劇情其實是另一回事。儘管該片在北美不
太被看好，但在內地則成績驕人，因前天
開畫日已閃電錄得1.09億元人民幣，力壓
同期大片《神奇女俠》（Wonder Woman）
成為內地冠軍。《盜》片亦是靚佬湯歷來
最佳的內地開畫成績。

香港文匯報訊 一家成立了
160多年的美國護膚品牌，自
2014年起多番舉行公眾慈善企
劃，今年則由本月20日至26日
假尖沙咀海港城建立全港首個手
工木製遊樂場，與公眾從玩樂中
學習環保的重要性。品牌邀請多
位城中的名人和明星參與，將棄
置木材重塑成新的遊樂設施，目
標是為護苗基金籌得100萬元。

見蹺蹺板即露童真一面
日前，包括陳嘉寶（Anjayl-

ia）、關智斌、連詩雅、江若
琳、何超蓮、丁子高、周子
駒 、陳穎欣（Yanny@Super-
Girls）、蔡明思(Jessica@Super-
Girls)及上山詩納女兒Hilary為
是次項目拍攝幕後製作花絮，為
慈善及環保出一分力 。他們先
後到訪香港街頭藝術團隊
「Start From Zero」的工作室進

行拍攝，每位分別為各種遊樂設施包括金盞花
韆鞦、拼玩天然樂、蔬果蹺蹺板等進行加工，
希望盡一己之力呼籲大家齊來參與。一眾名人
看到眼前色彩繽紛的遊樂設施都大感雀躍，即
時展現童真一面，更立即試玩蔬果蹺蹺板，玩
得不亦樂乎。
早前宣佈結婚的Anjaylia，洋溢着幸福心

情，大讚這次概念既新穎又有意義。「遊樂場
是所有人的回憶，能邊做慈善邊玩樂，真是一
舉兩得。」她更表示未婚夫是「大細路」，有
時間一定會帶他到手工木製遊樂場盡興一番。
而剛回港就前來拍攝的關智斌，表示能夠參

與其中感到十分榮幸，他更笑指很想去遊樂場
玩耍：「但很難！香港的遊樂場愈來愈少，小
時候的金屬滑梯都已絕跡香港，幸好今次企劃
將全港首個手工木製遊樂場帶到鬧市，讓我可
重拾兒時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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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人氣男子組合One Di-
rection的當紅成員Harry Styles，於上月推出
首張同名個人大碟，同時亦會展開本年度一票
難求的巡演。日前演唱會主辦單位宣佈，Har-
ry會在明年開多56場公演「Harry Styles Live
On Tour」，以滿足各地歌迷需要，而幸運地

香港更是其
中一站！他
落實於明年
5 月 5 日假
灣仔會展開
騷，並請來
美 國 樂 隊
Warpaint 擔
任嘉賓，喜

歡Harry的朋友千萬不能錯過。
門票將於本周五（16日）開售，為杜絕黃
牛黨炒飛，有關方面將嚴格執行購票及入場程
序，每人每次交易最多只能買四張門票，不能
代其他人購票，而且不可轉讓。持票人出席當
晚活動時，亦必須帶同身份證明文件以作核
實。

Ed Sheeran再度東來
另一方面，繼2015年叫好又叫座的香港公

演後，英國人氣唱作人Ed Sheeran將於今年
11月4日及5日假亞博館舉行新一輪香港演唱
會，這次採用全企位方式，加上合共兩場，上
次買不到飛的朋友可以彌補遺憾了。門票明天
公開發售。

Harry Styles明春襲會展
《原諒他77次》

傷心事跡事件「簿」

��&&

■■Harry StylesHarry Styles明年明年
55月來港開騷月來港開騷。。

■■《《原諒他原諒他
7777 次次》》由周由周
柏豪和蔡卓妍柏豪和蔡卓妍
演繹出一段現演繹出一段現
代愛情故事代愛情故事。。

■■片中描寫的男女感情事相當片中描寫的男女感情事相當「「到肉到肉」。」。

■■蔡卓妍蔡卓妍((右二右二))相當喜歡原著小說相當喜歡原著小說。。

■■((左起左起))何超蓮和丁子高也響應善舉何超蓮和丁子高也響應善舉。。

■■陳嘉寶指未陳嘉寶指未
婚夫是婚夫是「「大細大細
路路」。」。

■■Ed SheeranEd Sheeran相隔相隔
兩年再度東來兩年再度東來。。

■■吳中天為新婚吳中天為新婚
妻子穿上鑽石高妻子穿上鑽石高
跟鞋跟鞋，，如同童話如同童話
故事一樣溫馨故事一樣溫馨。。

銀魚提供銀魚提供

■■子姍對老爺子姍對老爺
奶 奶 感 到 抱奶 奶 感 到 抱
歉歉，，因常要中因常要中
天到內地和她天到內地和她
一起一起。。

銀魚提供銀魚提供

■■吳中天和楊子吳中天和楊子
姍昨日在大班兄弟姍昨日在大班兄弟
姊妹團協助下終於結姊妹團協助下終於結
為夫婦為夫婦。。 銀魚提供銀魚提供

■楊子姍餵老
公吃湯圓。

銀魚提供

黃翊靠太太跨越低谷
香港文匯

報訊 曾在上
世紀80年代
走紅樂壇的
黃翊，近日
到電台節目
受訪談及事
業高低潮，
他提到無視

外界阻撓與黃寶欣拍拖，導致被公司
「雪藏」，令其對樂壇心灰，繼而轉戰
其他行業。黃翊坦言當在「馬死落地
行」時，感謝太太陳存正的支持，才令

他鼓起勇氣積極面對人生，並藉着近日
重返電視熒幕以優秀唱功再獲肯定，得
到為8月一場紅館騷擔任嘉賓的機會。
同時，黃翊透露已獲邀灌錄新歌，有望
再在樂壇起飛。

T.O.P疑吞逾20粒安眠藥
韓團BIGBANG成員T.O.P日前涉服

用過量藥物而昏迷入院，到前日終能離
開深切治療病房。有醫生在韓國一個綜
藝節目中指出，T.O.P應是服用一種具
鎮靜作用及可抗焦慮的安眠藥，正常劑
量是2粒，而觀乎T.O.P的情況後，該
醫生估計他或是服食了逾20粒藥才會這
樣。

金素妍閃電嫁李尚禹
36歲韓星金

素妍與年長她
一歲的李尚
禹，去年在合
演韓劇《家和
萬事成》後
「撻着」，並
於交往半年後
在今年2月宣

佈結婚。到前日金、李在首爾江南區舉
行非公開式婚禮，獲數名圈中人到場觀
禮。一對新人亦發放了婚禮照片，可見
穿起婚紗的新娘子漂亮迷人。

■■((左起左起))金素妍和李金素妍和李
尚禹尚禹。。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黃翊黃翊((右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