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2

■責任編輯：植毅儀

娛  樂  新  聞

■版面設計：黃力敬

2017年
2017
年 6 月 20
20日
日（星期二
星期二）
）

■手上沒有戴
婚戒的周迅，
笑臉迎人，似
乎沒受婚變傳
聞影響心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電影 《 明月幾時有 》前日於「上
海國際電影節」正式亮相，並舉行首映及記者會。領銜主演的周
迅、霍建華兩人攜手出席首映，而忙於工作的彭于晏未能現身，
改由電影裡飾演民初文人茅盾的郭濤代替。電影放映完畢後，首
批看完的觀眾更給予許鞍華與演員們四次的掌聲支持！

作為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獻禮大
片，《明月幾時有》首次將極

具傳奇色彩的「勝利大營救」搬上
大銀幕。片中，以「方蘭」（周迅
飾演）為代表的仁人志士展開秘密
行動，成功搭救茅盾、鄒韜奮、柳
亞子在內的數百名文化人士逃離香
港。導演許鞍華表示，電影與以往
抗戰題材相比有很大不同，「這是
一段並不廣為人知，但不應該被遺
忘的歷史。令我最感動的是，那些
看似平凡的小人物，在面對家仇國
恨時都能不計個人得失，挺身而
出，他們都是我心目中的大英
雄。」作為影片出品人博納影業集
團董事長于冬對影片的票房滿懷信
心。
周迅於台上表示：「電影拍攝的
時候都是實景，帶給我非常強烈的
身臨其境感，」這次她飾演電影裡
拯救文人的重要角色，方姑，從小
學老師蛻變為保衛家園的游擊隊成
員，「我當時也在想，如果我身處
在那個年代的話 ，我相信我也會去
加入游擊隊！」此片角逐「金爵
獎」，這也意味主演周迅正式參
與金爵獎最佳女主角角逐，彭于晏
和霍建華正式參與金爵獎最佳男主
角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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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幾時有》團隊亮相上海影節

霍建華想有「吃不胖」的超能力
而周迅在戲中的「青梅竹馬」霍
建華，後來雖然因戰亂而分離，他
更進入日本憲兵隊裡擔任臥底工
作，但面對特務工作如此大的壓
力，他的角色性格仍然有天生一
派的優雅與氣質，甚至還會得閒下
廚。霍建華笑說，他這個特工應該
最喜歡有「怎樣都吃不胖」的超能
力，「我在戲裡面的角色很喜歡美
食，人有壓力的時候都希望能用吃
來發洩，但怎能做到『吃不胖』
呢？身邊人也有很多這種困擾。我

周迅除婚戒

目標捧
「金爵獎」

覺得這也是現代人最想擁有『吃不
胖』的超能力」。
周迅則笑稱若有超能力的話，她
的角色應該需要一套隱身衣，她
說：「我們做地下工作需要變換很
多身份，所以我覺得隱身衣的幫助
很大，可以躲避敵人的視線。」
因為日前台灣媒體傳出女星周迅
和老公高聖遠「婚變」，周迅工作
室亦透過媒體表示︰「沒離，請關
注公益。」然而周迅亮相仍舊是傳
媒焦點，雖然《 明月幾時有 》的發
佈會上，周迅臉上表情、心情似乎
未受近日盛傳婚變影響，卻被眼利
的記者發現手上沒有戴上婚戒（之
前是有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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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電影《西遊記女兒國》導
演鄭保瑞與演員馮紹峰、 趙麗穎、
羅仲謙、小沈陽、梁詠琪、馬賽等
前日現身上海國際電影節，演員們
更連踩 2 場，晚上參與時裝展和派對
活動。

梁詠琪為「女兒國」連踩兩場
是日搭早機到上海的梁詠琪，連

晚飯也來不及吃，在派對逗留到晚
上十二時多便離開。連續兩日要凌
晨五點起身準備的梁詠琪，一大清
早去到機場， 點知上了機才被通知
航機故障，要改搭下午機，令原本
要趕返香港，為周末到內地開 show
做綵排的她，計劃大亂。「唔單止
我，謙仔都同我同一命運！」梁詠
琪說。

蔡卓妍周柏豪遭情感大拷問

菊梓喬 下月舉行首個歌迷聚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歌手
菊 梓 喬 （Hana） 昨 日 到 電 台 接 受 訪
問，她表示入行快將一周年，唱片公司
特別為她於七月舉行首個歌迷聚會作慶
祝，她都準備了一些禮物及福袋回饋歌
迷，當中有她親自設計的明信片、襟
章、八達通套及T-shirt等禮品，聚會上
還會跟歌迷一起玩遊戲和吃飯。Hana
亦希望去做義工，更打算呼籲自己的歌
迷一同參與，最好是歌迷帶家人齊齊做
義工會更開心。
由於吳若希產子停工，Hana 獲包辦
唱無綫主題曲，得公司力捧上位，季選
已得兩個獎。問她會否想過能威脅到即
將回歸的吳若希的地位？Hana 坦言對
獎項不敢想太多，而且吳若希仍然是一
姐，每個人不同不應去比較。老闆曾讚
賞夠聽話？她自問都算很自律，那是否
不會突然閃婚生 BB？她表示現這世代
生小孩好難，不論說老闆會否給我生，
但自己生 BB 亦沒信心教得好，暫時養
寵物適合一點。

香港文匯報訊 電影《原諒他 77 次》前日在上海舉
辦「愛的旅程」發佈會，蔡卓妍、周柏豪、衛詩雅三
位主演攜手出席了是次活動。在當天的發佈會現場，
周柏豪就遭遇蔡卓妍、衛詩雅兩位女主角聯手的「愛
的旅程」情感大拷問，從日常相處到約會、見家長甚
至是「一夜情」，這些情侶間會遭遇的問題都被一一
拷問，周柏豪需要使出渾身解數來求得兩位的「原
諒」。不過蔡卓妍坦言自己在現實中並不是那種愛嘮
叨的小氣女友類型，也希望每個看過電影的情侶都能
好好溝通，及時解決感情中出現的各種摩擦，不要把
小矛盾變成大問題。

吳亦凡化身「神盾局
神盾局」
」
特工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藝人吳
亦凡日前現身香港，化身首批
「神盾局」特工，與「漫威夏
日超級英雄」作戰，共同對抗
邪惡勢力。為進一步擴大正義
聯盟，吳亦凡現場擔任「特工
導師」，號召追蹤超級英雄來
到現場的來賓接受特訓，8 位
勇敢的小朋友挺身而出，在吳
亦凡帶領下練習美國隊長、蜘
蛛俠、鋼鐵俠的絕技。

子華改阿佘花名「sexy man」
另外，hmv 數碼中國集團前日在上海電影節公佈未
來一年的電影項目企劃，包括七部華語片和本土製
作，以及發行三部西片，合共十部電影，陣容強大。
張智霖（Chilam)、黃子華、佘詩曼、周柏豪、鄭欣
宜、連詩雅、蔡瀚億和雨僑等均有出席是次發佈會，
各自為新片造勢，現場星光璀璨。
Chilam 和佘詩曼再結片緣，除了剛拍完的《常在
你左右》外，下月會再合作新片《洩密行者》，Chilam 透露在片中飾演差人，阿佘則稱她扮記者，是她
從未做過的角色。而阿佘和黃子華、C 君合演爆笑新
片《棟篤特工》，子華即場在台上給佘詩曼改了一個
英文名「sexy man」，惹來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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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來的採訪中，吳亦凡
解釋了自己喜歡鋼鐵俠的原
因：「我感覺他非常立體，
有自己堅持的原則和目標，
有自己的愛好而且可以利用
自己的聰明去完成自己的愛
好，覺得很有意思。最重要
的是套高科技的盔甲實在太
帥了，而且他還不止有一
套，他甚至有一個鋼鐵軍
團，太燃了。」

張雷返無綫拍劇隨緣

香港文
匯 報 訊
（記者 李
慶全） 張
雷昨日到
電台接受
訪問，他
■張雷
透露近日
有收看自己有份參演 ViuTV
劇集《詭探》，至於未來會
否再合作得看時間的配合。
不過他指無綫其實亦有向他

招手，然而一直有登台及外
邊的工作，而無綫拍劇時間
頗長，要在時間上遷就，這
方面會隨緣。
張雷表示自己一直保持工
作量，收入尚算穩定，而他
新婚不久，外出工作時老婆
會否陪伴一起？他指自己不
太忙也會來幫手，要是時間
緊迫則不用她來陪了，大家
都是獨立個體，不一定要爭
取時間見面。

陳復生以歌舞演出宣揚環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一帶
一路藝術外交之旅 上海歌舞團《朱䴉》載
譽回歸二十周年演出」將於下月 28 及 29
日假演藝學院舉行兩場，是次活動籌得款
項將捐助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中華人民
共和國外交部扶貧辦及大鸞翔宇慈善基金
會。
昨日記者會上，同屬浸會出身的師兄妺
葉家寶及陳復生均有出席，團長陳復生表
示於 15 年在北京及上海看過舞劇《朱䴉》

的演出，了解演出不單帶出舞蹈藝術的
美，背後更帶出對環保的關心，因為朱䴉
是中國的「吉祥之鳥」，亦是日本皇室奉
之為「神鳥」，但因污染問題瀕臨絕種，
舞劇就帶出了人與人、人與大自然關係共
融、相伴相生。陳復生指這齣舞劇從 14 年
至今在日本巡迴演出近百場，吸引到首相
安倍晉三及太太往欣賞，而趁香港回歸
祖國二十周年，也特別邀請該團 85 人從上
海來港演出，成本也要五、六百萬。

另談到投資拍攝的中醫藥節目《細說草
本》，陳復生透露計劃拍攝 120 集，現已
完成 80 集，由於無綫及學校的評價也不
俗，希望能夠添食。對於有報道指她花過
百萬投資該節目，全因已獲前夫何東舜銘
的 1.2 億贍養費？陳復生澄清說：「對方
仍在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未有結果未完
結，我亦交予律師去處理。」未收到 1.2
億贍養費？她說：「未到手。」陳復生亦
指今次主辦舞團來港，也是母親在背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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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問到官司有否影響工作的心情？她笑
說：「沒影響，也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一
直交予一班律師團隊去處理，我可以專心
做文化藝術交流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