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凡文）周柏豪
前晚聯同衛詩雅出發到上海為新片
《原諒他77次》宣傳，怎料遇上狂風
暴雨，航班延誤了超過五小時，獲安
排登機後又再等了逾兩小時仍未能起
飛。最終航班還是取消，而機場酒店
又全爆滿，柏豪和詩雅被迫困在機場
逗留一晚。二人均笑稱新片認真不得
了，首映在8號風球下舉行，現在去
上海宣傳也遇到紅雨延誤航班，可謂
障礙重重，奔波勞碌。不過，柏豪及
詩雅心情沒受影響，前者笑稱在機場
狂食四餐，更遇到不少行內朋友。而
蔡卓妍（阿Sa）前日因乘坐中午航
班，早已安全抵達上海。

增加提議開戲「牙力」
雖然新片多災多難，但上映首日已

收得百萬票房，更贏得入座冠軍，成
績不俗。阿Sa表示因首次打電話叫老
闆開戲，所以對新戲票房成績有壓
力，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只要成績理
想，才更有「牙力」再叫老闆投資開
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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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奕霞、殷江宏山東報
道）「法國喜劇電影回顧展」日前在濟南百麗宮
影城開幕，展期至本月25日，共展映10部精彩
極致的法國喜劇，將法蘭西幽默的魅力帶給東方
觀眾。
這10部影片皆為經典之作，曾獲諸多電影節

大獎，更有大師級喜劇導演及法國國寶級演員的
身影。其中既有《虎口脫險》、《美食家》這樣
無須贅述的永恆經典，也有《歡迎來北方》、
《蘇菲的不幸》、《小紅番大鬧巴黎》等親和度
爆棚的現象級傳奇。這10部法國喜劇橫跨1949
年到2016年，主題與風格豐富多彩，類型與樣
式絢麗多姿，是法國電影不同時期喜劇的代表。
主辦方表示，內地影迷對法國電影的印象常

停留於文藝、藝術、高冷、情調之上，但作為電
影誕生地的法國，「喜劇」也是不容忽視。法國
一直都是崇尚自由與浪漫的國度，喜劇的輕鬆詼
諧與法國人熱愛娛樂、追求藝術的性情相吻合，
優雅散漫的法式情調和自由隨性的思維模式，也
深深滲透到法國喜劇中，正如法國電影專家單萬
里曾說：「沒有喜劇的影展算不上真正的法國影
展。法國人幾乎是在發明電影的同時就開始拍攝
喜劇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台灣歌
手林宥嘉（Yoga）前晚於紅館開騷，
婚後首度來港舉行公演的Yoga，有觀
眾趁他唱完《傻子》後，大聲叫Yoga
快點生小朋友。他聽到後就講笑話：
「我會，但演唱會這兩天比較累，演
唱會後再生，可以嗎？」之後就唱出
《飛》。接着Yoga笑言：「糟糕，我
太興奮，一直都想笑，讓我笑一
笑。」之後即轉身笑，場面搞笑。

做出瑜伽舞步
唱到快歌時，有舞蹈員扮成不同的

怪獸出場，其間Yoga慢動作做出類似
瑜伽動作的舞步。唱完後他摸穿上大

隻佬裝的舞蹈員心口，謂好舒服。Yo-
ga感慨自己出道10年，當時很多小妹
妹歌迷現應生了小妹妹，以防她們坐
不定，所以就弄了一個兒童頻道，更
大讚自己貼心。「出道10年大家都知
我是個文質彬彬的
人，但這兩年來有
改變，例如自己變
得好放縱。」之後
又跳又唱《思凡》
等快歌。
到唱最後一首歌

時，Yoga稱向來視
陳奕迅（Eason）
為偶像，多年前參

加歌唱比賽已有歌迷用Eason於紅館
演出的相去鼓勵自己，希望他以Eason
為目標。說到這裡Yoga就忍不住哭，
轉身抹眼淚後，再以《說謊》作演唱
會的最後一曲。

周柏豪衛詩雅

赴滬宣傳再歷風雨

憶起偶像Eason 林宥嘉難忍掉淚

陳嘉上新作《蕩寇風雲》剛於香港
上映，除了找來洪金寶和趙文卓

做主角外，片中還有72歲的資深日本
動作男演員倉田保昭，各人拍攝時更堅
持以真功夫上陣，盡量不用替身，令陳
嘉上相當感動。
「電影以明朝武將戚繼光為主角，這
是我一直想拍的人物。故事在我心中超
過十年，細個看歷史故事，已很欣賞這
個人物。戚繼光本身能文能武，戰無不
勝，他訓練的戚家軍應為第一代特種部
隊，他還發明了很多武器，一直很想將
其事蹟拍成電影。為了這套戲，我遠赴
日本為片中的歷史角度作資料搜集，去
了解為何當年的日本倭寇有那麼多錢去
製造先進武器。但要拍這樣的一個戰爭
大片不容易，投資很冒險。在內地拍戰
爭片票房成功的例子不多，但是我沒猶
豫，我知道很難，不容易做好，可是這
個機會太難得。內地早前已上了畫，票
房卻未能過億，我已當它在內地輸了。
稍後會在海外上映，希望有好成績，香
港觀眾其實亦很久沒看過如此大型的戰
爭片，對香港的觀眾也有一定吸引
力。」Gordon說。

製作認真訪多地考察
Gordan在拍攝場面費盡思量，跑了
很多博物館，還親赴浙江台州臨海桃
渚、仙居、舟山岑港、象山等電影的取

景地進行考察。每一場的拍攝規模也如
此龐大，劇組要照顧的事情實在太多，
但無論事情有多艱巨，他依然能拍出幕
幕都是大場面的效果。整部電影的確要
駕馭非常多的大場面，而趙文卓與洪金
寶大哥「自動波」過招，自行擔當武術
指導起來，然後鑽研一些精彩的武打場
面，所有動作都非常出色，因此
Gordon可擔心少一樣事情。
「片中，戚繼光帶領戚家軍使用的虎

蹲炮、狼筅、戚家軍軍刀、鴛鴦陣等多
種兵器和陣法，在歷史記載中並不詳
細。為搞清楚這些史實，我曾多次拜訪
戚繼光歷史專家，當時還拜訪了酈波老
師，不停跟他考證這樣說對不對、跟歷
史有否衝突。我拍完之後，第一個送樣
片的就是酈波老師，讓他給我意見。我
非常感謝他對我的幫忙，有了這個立足
點我就有膽量去創作，所以可以說是按
照歷史來創作吧。不講不知，戚繼光雖
好打，但原來是怕老婆的，所以我加了
他和老婆相處的點滴入去，令整個人物
更人性化。大哥大（洪金寶）和趙文卓
有一幕在獄中兩人格棍，兩人幾乎是自
動對打，在打的過程中互相反應着，然
後再以相應動作作出回應，是有交流的
武打場面。而且在這場戲的最後一個動
作之後，洪大哥亦自動出多一招，將棍
拋向趙文卓，而趙文卓雖冷不防有這一
着，卻能飛快作出反應並接過棍來，我

拍完都覺得拍爛手掌。」
今年是香港回歸 20年，從 1997到

2017，經濟也受到「更緊密經貿關係的
安排」（CEPA）影響，電影業難免會
受波及。香港與內地合拍片漸成市場主
流，而電影中香港風情的呈現因而有所
轉變。早於上世紀90年代初，陳嘉上
已回內地發展，從業30多年見證了電
影市場幾度浮沉。面對目前內地市場票
房增長放緩的現象，陳嘉上覺得香港導
演不應為「接地氣」而遷就去拍，因為
一套成功的電影，是應該放在任何一個
地方觀眾都睇得懂。

黃金年代最多「爛片」
Gordon表示：「上世紀90年代初，

我和徐克、袁和平已回內地工作，見證
了電影市場幾度浮沉。過去香港電影所
謂的黃金年代，就是我們『爛片』最多
之時，那時一年400多部電影，作為一
個電影創作者我很心寒，因每次觀眾離
開時都不滿意；可是票房大賣。現在內
地電影市場表面繁榮，但是賺錢靠的是
市場操作，衍生出好多不懂電影的人都
來投資一番，繼而搶去很多我們培養出
來的人。因為市場大，拍網片、拍電
影，全部都是人，幕後有幕後搶人，演
員開天價拍攝，投資一億的電影，可能
其中一個演員已開價六千萬，這並非一
個好現象。有些電影票房很好，但是觀

眾不停在罵，總有一天觀眾會背棄我
們，因不是觀眾的喜愛。市場上泡沫愈
來愈大，所以作為創作者，有時票房走
低我覺得也是好事，讓大家謹慎些。好
像很多香港導演拍合拍片，提出要『接
地氣』，但我覺得有時為了『接地氣』
而去盲目和應，失去本意。一套好的電
影，不論你放在任何地方，觀眾都看得
明。我們不需要所有票房，我們更需要
觀眾的支持。」

把 戚 繼 光 搬 上 大 銀 幕

陳嘉上圓夢
向英雄致敬

精心籌備經年，陳嘉上（Gordon）把心中英雄戚繼光的事跡搬上大銀幕。為拍此片，他找來打得之人

洪金寶與趙文卓合作，再現硬橋硬馬真功夫。香港回歸20年，Gordon見證香港與內地的電影發展，對於

近年內地電影業，他坦言現在當地電影市場正走着香港走過的舊路，香港電影人應有自己的堅持，才不會

在泡沫中迷失。 採訪：植毅儀 ／攝影：彭子文

香港文匯報訊 由銀都機構有限公司和太陽
娛樂文化有限公司等聯合出品，黃柏高、鄭保
瑞聯合監製，新晉導演李子俊執導，張晉、余
文樂、文詠珊、吳樾、林家棟、倉田保昭、曾
國祥等聯合主演之億元巨製《狂獸》，昨天空
降上海國際電影節舉行發佈會。
兩大男主角之一的張晉昨日抽空現身，提到

在片中要由頭打到尾，他坦言雖然辛苦也是值
得：「其實很多場打戲都很難忘，就像在魚市
場追逐的打戲，因地面又濕又滑，雙腳難免會
有瘀傷。另外跟吳樾在漁船上的打戲，十多個
小時內要濕身打，但當時氣溫只有12度，其
實好辛苦。拍攝時我要吃五種抗生素，防止傷
口發炎，這是很難避免的。但每晚回家，女兒
知我痛便幫我貼膠布，這一刻什麼都值得。」
提到戲中的性格激進警察角色，導演為張晉
設計了金毛造型，張晉笑言從此怕了染金毛。
「因漂了很多次才染到這個金色，加上拍攝期
間補染了好幾次，我的頭髮已很受損，連梳頭
髮也梳不到。」

■在新片《蕩寇風雲》中，除了趙文卓(左)外還
邀請日本資深動作男星倉田保昭(右)演出。

■■陳嘉上經歷陳嘉上經歷
了多年電影圈了多年電影圈
生涯生涯，，他認為他認為
票房太好或會票房太好或會
帶來暗湧帶來暗湧。。

■《蕩寇風雲》描寫趙文卓(右)
飾演之戚繼光也會怕老婆。

■■陳嘉上對幾位好打男陳嘉上對幾位好打男
星的表現讚不絕口星的表現讚不絕口。。

■■周柏豪和衛詩雅慘周柏豪和衛詩雅慘
被困在香港機場被困在香港機場。。

■■雖然未能順利出發雖然未能順利出發，，
不過柏豪不過柏豪((左上角左上角))等人仍等人仍
樂觀面對樂觀面對。。

■■林宥嘉林宥嘉((右右))做出有做出有
趣的瑜伽舞步趣的瑜伽舞步。。

香港文匯報
訊 趙 頌 茹
（Yu）早前亮
相奇妙電視節目
《吾男吾女》，
和主持林芊妤
（Coffee）、吳
日言（Yan）及
樓南光探討「網

上放閃」行為。阿Yu自認男人性格，她說：
「我心底裡是個男人，無論什麼事，收花又
好，食飯也好，自己知道便成，不用公開。」
節目中，阿Yu亦和三位主持玩心理遊戲，

測試對伴侶的尊重指數。結果阿Yu得分最
低，她解釋：「不聽對方說話，不代表不尊
重，我又不是爆他的弱點出來！」阿Yan自爆
老公因在網上公開和她的合照，結果兩口子吵
起來，「他沒『P圖』呀，弄得我很肥。他都
不明白，做我這一行，保護形象很重要的！」
Coffee則表示男友從不喜歡更新社交平台，恰
恰和她相反。

趙頌茹自認男人性格

「法國喜劇電影回顧展」濟南開幕

��&&

《狂獸》空降上海影展
張晉周身傷 靠愛女呵返

■■《《狂獸狂獸》》昨日在上海影展宣傳昨日在上海影展宣傳。。

■■張晉張晉((右右))不敢再染金毛了不敢再染金毛了。。

■趙頌茹(左一)自認男人頭。

■十齣著名法國喜劇在濟南獻映。 網上圖片

「大馬女神」勁歌熱舞
香港文匯

報訊 馬來西
亞女星林明
禎憑着天使
臉孔與魔鬼
身材走紅，
昨日她在尖
沙 咀 The
ONE舉行簽

唱會，為歌迷送上勁歌熱舞，更與港迷大
玩遊戲及於限量版啤牌EP套裝上簽名，場
面熱鬧。談到今次專輯的百變造型，這名
「大馬女神」坦言其實對粉紅色沒有太大
好感，偏偏這次造型常要挑戰粉紅色，並
表示自宣傳以來每天都在克服這種顏色，
引得全場大笑。

莊思敏設計迷你梳化
慈善機構「藝術在醫

院」致力在香港的醫院
推廣藝術活動，為病患
締造洗滌心靈舒適休養
環境，獲同樣熱愛藝術
的法國頂尖傢具品牌
Roche Bobois支持，從
而誕生今次以3D打印

技術打印成迷你Mah Jong梳化的慈善活
動。城中名人包括莊思敏、陳嘉容、梁思
浩、陳彥行、方健儀和林作以及百位城中
Icon，昨日應邀出席宣傳，莊思敏上台時
呼籲大家要上網競投心水的Roche Bobois
百福迷你Mah Jong梳化。

指原莉乃總選三連霸
日本女子組合AKB48

與其家族各分支組合的成
員，昨日舉行每年一度的
年度總選，憑歌迷投票選
出第1至80位排名，頭16
名更可錄製新單曲。結果

HKT48暨STU48的指原莉乃以24.6萬票
大幅拋離次席AKB48的渡邊麻友接近10
萬票，連續三年登頂；第三名是SKE48的
松井珠理奈。三甲順序和去年一樣，而
「麻友友」亦宣佈今年內便會畢業。

■■林明禎林明禎。。

■■莊思敏莊思敏。。

■■指原莉乃指原莉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