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
第十八屆「香江明月夜」慶中秋系列活動─大型歷史舞劇
《碧海絲路》專場演出

主 辦：國家文化部

香港主辦：中華文化藝術交流協會有限公司

協 辦：香港中華文化總會、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海市政協、廣西壯族自治區
北海市委統戰部

承 辦：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海市文化新聞出版廣電局

特別支持：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宣
傳文體部、深圳市文體旅遊局

演 出：北海市文藝交流中心

演出日期：10月01日晚上19:45（專場）

演出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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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梁靜儀）

甄子丹與劉德華兩大影壇巨星

首度合作演出王晶監製的電影《追

龍》，故事講述劉德華飾演的雷洛助甄子

丹飾演的跛豪坐上黑幫高位掌控全港毒品交

易，跛豪助雷洛將警

員貪污和黃賭毒產業

企業化，兩人在扶持

中產生一段很微妙

的義氣情誼。

甄子丹與王晶日前一起接受訪問，問
到王晶為何相隔多年，再拍攝以跛

豪及雷洛為題材的電影？晶哥指當年拍
《五億探長雷洛傳》他有份做監製，但沒
有提及太多跛豪，而《跛豪》這個電影亦很
少提到雷洛，他覺得同一年代兩個梟雄沒理
由沒有交集，所以希望將兩位超級巨星再次
放在一起演出。至於為何會找擅長拍動作片
的甄子丹飾演跛豪，晶哥直言是因為新鮮
感及子丹打得，有很多一線明星都演過黑
社會片，而一個演員演同一類電影，可以
有多少個演繹方法呢？正如梁家輝演過不
少黑社會人物，觀眾會覺得他演得好是應
分的，但子丹從未出演過這種人物，對觀
眾來說有新鮮感，而跛豪這個人物是打得
之人，故要找一個公認打得之人，加上子丹
與華仔又從未合作，這個新配搭暫時來說
絕對是空前，而最重要是子丹由葉問到陳
真再到跛豪，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及反差。

擔心角色上的演繹方法
戲中子丹演繹跛豪老中青三個年
代，從初來香港的潮州鄉下青年，
對將來憧憬的義氣青年，變成一代
黑幫毒梟，對於演員來說可說是
充滿挑戰的角色，不過當初子丹
卻猶豫了幾個月才答允演出，

他說：「作為一個華人動作演員，拍咗幾十年
動作戲，個定位在邊度呢？係唔係不斷尋求動
作方面的突破？所以我必須不斷要自我升值，
或者為市場做啲嘢，首先自己要搵渠道去令自
己提升，所以近年嘗試演唔同角色，姑勿論觀
眾接唔接受，而跛豪呢個近代梟雄反派人物自
己未演過，但與此同時近年自己經營咗葉問同
好多唔同角色，自己又係一個family man，對
於拍電影有個理念同取向，就係希望可以保持
傳遞正能量，所以令我好矛盾。」思前想後了
幾個月，子丹終於想通，一是不演，演就豁出
去演到最好，但亦同晶哥講明只演一次。
當年呂良偉增肥四十磅扮演跛豪，珠玉在前

難免有壓力，子丹不諱言答允接拍後亦開始擔
心在角色上的演繹方法：「因為我老友呂良偉
演跛豪係經典，我就同晶哥商量，佢負責構思
將我個角色拍得有新鮮感，我就去諗就算唔能
夠突破呂哥，都唔能夠肉酸畀人睇。」

子丹直認怕老婆
為了帶給觀眾新鮮感，子丹聘請了潮州話教

授廿四小時教授潮州話數個月，又與教授研究
如何說「帶有潮州口音的粵語」，而造型上為
求更有霸氣，電影公司又聘請荷里活特技化妝
師，每天花上三小時進行特效化妝：「因為跛
豪打交打得多有戰績，鼻樑應該是歪，嘴巴又
會化成得比較厚。」此外，拍攝前他又不停練

習跛豪走路的模樣，
更拍到真的要拿枴杖
走路：「我拍戲多年
受傷同耗損，腳趾已
經有問題，加上着那
對鞋要一拐一拐咁

行，拍到ending幾乎痛到行唔到，拍完戲去睇
醫生照×光，醫生要我開刀，那時真係要用枴
杖四個月。」
雖然角色要特技化妝、扮跛走路及苦練潮州

話，但子丹認為這此都不是最辛苦，最辛苦是
每天都活在兩個人的世界裡：「角色有少少違
反我近年拍電影的理念，因為好抑鬱、火爆、
壓抑，我唔鍾意帶呢種感覺返屋企，每日落妝
洗面就要忘記個角色，有時要按住自己的霸氣
眼神，因為唔想用呢種語氣同太太傾偈，會畀
佢『省』我，到第二日又要投入返角色，活在
兩個人的世界最痛苦，反而體能上的消耗濕濕
碎。」說到跛豪應該不會怕老婆，出名錫老婆
的子丹卻直認怕老婆：「我唔知呀，但甄子丹
會。」

王晶同華仔子丹齊研究劇本
談到首度與華仔合作的感受，子丹開心從中

學到很多，因這類片種及角色對華仔來說可謂
經驗老到，而對方又是影帝級，首次合作令他
充滿期待，其次在拍攝過程中，他不斷吸收華
仔的演技，大家很多時更即興及即場修改對
白。
晶哥笑指很多時現場會多了三份新劇本，華

仔的團隊一份、子丹的團隊一份及他的團隊又
一份，拍攝前大家會拿劇本出來對，將好的都
拿來用，所以很有火花。

第十八屆「香江明月夜」慶
中秋系列活動在9月26至27、
29至30日及10月1日於香港文
化中心大劇院展開，並慶祝香

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其中系列活動之一：北
海市文藝交流中心攜大型歷史舞劇《碧海絲
路》於10月1日上演。
《碧海絲路》第五幕為「歸來」，講述合浦
大浪港，歷經艱辛的大浦終於踏上了故土，交
付國書，完成使命。月光崖上，阿斑如一尊石
雕遙望着大海。大浦深情地擁抱着心愛的阿
斑，此情此景感動了上天，奇蹟出現了！最後
一幕「紅帆」，月光岩載着大浦、阿斑向天際

飄去，在他們身
後一面面巨大的
紅帆再次升起
來，海上絲綢之
路，千秋萬代，
連綿不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
植）李晨執導並「零片酬」
參演《空天獵》，其實是一
場圓夢之旅，一切的付出在
他心裡都是值得。李晨表
示：「為了要將現代空戰場
面真實地呈現於觀眾眼前，
我們花了大部分的製作費於
電影特效，能夠給演員的片
酬不多，所以我決定不收酬
勞拍這部電影，但還是不
夠。」於是李晨就向女友范
冰冰說：「我沒有錢請女演
員，你可否過來免費客串幾
場？」冰冰說：「以為客串
幾場就是，沒想到後來演成
了女主角。」雖然每次拍飛
機的戲都覺得暈眩，但為了
李晨，范爺還是全力以赴，
她說：「他是個軍事迷，為
了電影投入了兩年的時間籌
備，我肯定全力支持他

呀。」
范冰冰在電影中飾演一名

空軍，為了配合電影角色，
范爺決定把一頭招牌長髮剪
掉，為了支持男友李晨第一
部導演的電影，冰冰可以說
是力撐到底，對於電影開續
集是否仍會繼續支持，冰冰
甜蜜地表示：「一定要是李
晨當導演才行。」看來李氏
夫妻檔電影指日可待。

香港文匯報訊 由王梓軒擔任VJ的
音樂節目《V My Guest》，本月迎來
天后莫文蔚（Karen）做嘉賓。
平時反應超快的莫文蔚在接受快問

快答遊戲時，完全無懼挑戰，被王梓
軒問到「老公和音樂必須要放棄一
個」時，Karen甜笑說：「老公絕對
唔可以放棄！」今年是Karen與老公
結婚6周年紀念，新歌《I Do》可說
是結婚紀念歌，原來每次Karen長途
工作返家時，老公Johannes都會準備
鮮花迎接她，非常浪漫，Karen更大
爆老公會準備花，是因他在求婚時無
跪地又無送花，所以現在他每次等她
回家都會準備花，希望可以補償。她

自言也會為了老公經常兩邊飛，在家
會一齊煮飯仔，令大家感情能保持新
鮮感。
Karen接受王梓軒特別設計的心理

測驗，問題是假設Karen現在返校準
備開學，Karen會怎樣選擇同安排身
邊朋友的座位位置呢？各個座位代表
不同的含義。Karen首先決定要讓老
公坐在自己身旁，因為這樣上堂就可
以偷偷拖手，其次將陳奕迅離自己和
老公遠些，因為覺得他最曳，怕會被
整蠱！之後陸續將任賢齊、黃品源、
徐崢、張杰、華晨宇、王梓軒放在不
同的座位上，決定好之後，由心理學
畢業的王梓軒揭曉每個座位的意思，

最終結果陳奕迅的位置竟然是代表
Karen「唔太鍾意」的人，Karen即講
笑說這個心理測驗好準！至於其他座
位的意思包括：Karen偷偷暗戀的人
是（張杰）、會幫自己的人（任賢
齊）、最信任的朋友（王梓軒）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
植）熊黛林（Lynn）與老公
郭可頌共同創立的時尚運動
服裝品牌今日正式面世，
Lynn更親自上陣，穿起自家
品牌的運動bra top拍攝了一
條宣傳短片，毫不吝嗇地展
現了女性運動時的美態。
Lynn說：「DEVI一字源於印
度文，意思是『女神』，老
公知道我喜歡做瑜伽，又說
我是他心目中的女神，所以
我們用了這個名字。」
身為超模的Lynn，在設計

上給了不少靈感與方向，更
連選布料、到工廠監工、宣
傳策略全部都落力參與。
「第一次真正自己做生意，
好緊張成品，試過遇到貨不
對辦的工廠，那一刻我真是
當場哭了出來。」但哭過之
後，Lynn很快平復了心情，
立即再跟老公四出尋找另一

間工廠趕製衣服 。日前首批
真正的成品終於運到Lynn手
上，她堅持要自己親手搬貨
拆箱，仔細檢查每件心血結
品，眼見她連一針一線的車
工都非常着緊。「一定要自
己親手親眼驗清楚才安心，
好想每個女仔着起DEVI都會
有成為女神的自信。」Lynn
希望DEVI能愈做愈大，將來
有機會開實體店，最後更可
以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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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著名導演吳
宇森執導的動作鉅獻《追
捕》，繼續環球展影。前日到
2017 倫敦電影節公佈《追
捕》已被選為官方推薦電影，
將於下月15日在倫敦放映。

■■為了帶給觀眾為了帶給觀眾
新鮮感新鮮感，，甄子丹聘甄子丹聘
請了潮州話教授廿請了潮州話教授廿
四小時教授潮州話四小時教授潮州話
數個月數個月。。

■甄子丹與
劉德華兩大影壇
巨星首度合

作。

■ 王 晶 爆 華
仔、子丹每日都會
拿劇本出來對，將好
的都拿來用，所以

很有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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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冰冰唔收錢撐李晨做導演

莫文蔚做心理測驗 被指唔鍾意陳奕迅

倫敦電影節力推《追捕》

熊黛林出運動服望上市

■■子丹演繹跛豪老中青三個年代子丹演繹跛豪老中青三個年代。。

■■范冰冰愛相隨唔收錢撐愛郎做導演范冰冰愛相隨唔收錢撐愛郎做導演。。

■李晨偕未婚妻范冰冰昨日
在上海宣傳新戲。

■■熊黛林熊黛林

■■歷經艱辛的大浦終於踏上了故土歷經艱辛的大浦終於踏上了故土。。

■■最後一幕名為最後一幕名為「「紅帆紅帆」。」。

■莫文蔚跟王梓軒大玩心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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