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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凡文）韓國年度
樂壇盛事《MAMA音樂頒獎禮》今日會
在日本舉行活動，女歌手BoA也會出
席，並與當紅男團Wanna One其中一
名成員有舞台合作，今次是BoA與男星
周元分手後，首度亮相公開活動，故更
受關注。同時SEVENTEEN和TWICE
亦會赴日助陣。後日，《MAMA》就會
再移師香港舉行壓軸一站，屆時將更加
星光熠熠，除有擔任司儀的宋仲基，確
認出席的還有李英愛、Super Junior、
EXO、防彈少年團（BTS）、GOT7、

Wanna One、Red Velvet、NCT127、
宋智孝、南柱赫、金裕貞、金敏碩、安
宰賢等，令粉絲們翹首以盼。

BoA選Wanna One一子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凡文）日本樂壇
天后安室奈美惠將於明年9月引退，她
引退前發行的最後一張新曲加精選大碟
《Finally》推出3星期銷量突破159.4萬

張，是自2010年以來再有大碟能突破
150萬銷量，並連績3星期成為Oricon
大碟榜冠軍，成績驕人。
此外，日本NHK電視台一直有意邀

請安室作最後一次演出《紅白歌唱大
賽》，而早前有日本傳媒更向4,500名
讀者進行調查，結果安室以1,121票，
當選為「最想看到的紅白歌手」第一
位，但電視台與安室交涉似乎仍未成
功，前日擔任今屆《紅白》司儀的內村
光良、二宮和也和有村架純都幫口指希
望安室和桑田佳祐出席演出。

安室奈美惠新碟銷量直逼160萬

許靖韻被家人誤會𠝹手自殘
香港文匯報訊許靖韻（Angela）最近

憑幪面網絡歌手「小背心」身份獲得關
注，近日乘勢追擊派出新歌《被討厭的
勇氣》。
自入行後，Angela都放不少心機和心
血在歌唱事業上，當然未必人人會欣
賞，有人甚至會講一些說話去動搖其意
志，由外貌到被嘲唱歌似唱K，甚至留
言被惡意攻擊等亦屢見不鮮，所以近年
她也鼓起勇氣，不去理會別人。Angela
說：「其實是先有這首歌而有小背心，
啟發我用分身去唱歌。小背心的成功代
表着勇氣，話我知相信自己唔放棄，努
力去試不同的方式，總有一日都可以實
踐目標！」

MV中，Angela就首嘗被鐵絲捆綁，代
表被許多外來的想法、批評束縛着，An-
gela笑說：「劇情需要我要好大力掙開所有
束縛，拍嗰時可能太忘我冇為意𠝹傷，結
果回到家畀屋企人見到手腕上一條條紅
痕，佢哋以為我發生咩事睇唔開，虛驚一
場！」

香港文匯報訊無綫藝人黃建東（Der-
ek）早前於《降魔的》飾演變態戀襪癖
乘客勁索馬國明對臭襪令人留下深刻印
象，而他將會在網劇《降魔的番外篇》
飾演其中一個主角古尼：「由於番外篇
是另外一個獨立故事，所以我的角色完
全不同。在番外篇我飾演一名科學家發

明捉鬼app，用手機可以探測靈體。」
Derek憶起拍攝時的靈異經歷仍猶有餘
悸：「我們去了一個荒廢的酒廠拍攝，
在酒廠外我需要拿着手機app大叫『降
魔伏妖，attack！』每次我講完之後，山
坡上會有敲鐵通的聲音，但山坡上一個
人甚至小動物也沒有。而且講了數次後
我開始有些暈眩和不舒服。不過最恐怖
的是收音師後來告訴我當晚錄到一把小
孩子的聲音，但整個劇組一個小孩也沒
有，原來酒廠對面有一個小孩子的龕
堂。」Derek在TVB的劇集裡第一次擔
當要角，覺得最大挑戰的是要記着科學
名詞：「我現實的科學程度只達到中
三，所以記得好辛苦。」

香港文匯報訊由著名電玩遊戲
改編的真人版電影《真．三國無
雙》日前於新西蘭殺青，導演周
顯揚及監製杜致朗，與一眾來自
兩岸三地的演員開香檳慶祝，包
括楊祐寧、韓庚、王凱、張建
聲。而最新曝光的姜皓文與林
雪，分別飾演張角及董卓，其角
色造型唯肖唯妙，非常搶鏡，每
人見過都大讚神似。經過8個月
籌備，5個月拍攝，由炎夏拍到秋
冬，周導表示感激所有台前幕後
的努力，這次他更帶上女兒周令
昂（Gianna）同行，囡囡在拍攝
現場氹得所有演員非常開心，離
開時每人都依依不捨，要抱一抱
她道別。

《真．三國無雙》電影版的演
出陣容一直引起關注，除了楊祐
寧、韓庚、張建聲做劉關張，王
凱做曹操，古天樂演呂布，呂良
偉演袁紹，劉嘉玲演鑄劍堡堡
主，最新見到還有林雪演董卓，
姜皓文演張角。剛從新西蘭返港
的姜皓文說，「這次的角色有點
像法師，所以戲服跟其他人有些
分別，在新西蘭連拍攝的節奏都
好像悠閒一點。今次同有型導演
周顯揚，靚女監製杜致朗合作好
開心，感覺到他們對電影的熱
誠，而且他們十分照顧演員。」
另外還有羅家英及張兆輝參演，
令人期待。

積極培養新世代幕後
原來導演周顯揚與杜致朗監製

堅持要用大量香港演員，「這班
都是大家熟悉的面孔，要集齊他
們演出真的不容易。有些演員是
第一次合作，但經過今次拍攝大
家都變了朋友。」見導演監製每
次與演員合照都打成一片，就感
受到拍攝過程有多開心。
導演說這次新西蘭拍攝亦是整

個幕後團體的另一個體驗，「我們
帶了很多香港新一代幕後工作人
員過去，他們也可以從中學習。」
他們還坐直升機上雪山踏冰川，又
在大草原騎馬奔馳，保證會呈現一
個大家從未見過的三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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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杜德偉（Alex）最新浪漫主
打歌《妳在我的愛情裡》MV昨日正式面
世，今次MV對Alex而言可謂極具意義，除
了請來有份合唱的米高積遜（Michael Jack-
son，MJ）家族成員、美國唱作小天王 B.
Howard 演出外，更破了Alex事業生涯上的
兩大紀錄—最長拍攝時間及最多換裝次數！
Alex今次拉大隊遠赴韓國取景拍攝，由

當地攝製團隊操刀，為了追趕進度，更連
續25小時通宵拍攝，幸獲韓國年輕製片
人，努力地用身體語言帶動他們的情緒，
令他們重拾精神活力。雖然Alex捱眼瞓拍
攝，不過卻無阻他將MV變成個人Fashion
Show，短短在4分鐘的MV裡，已換超過

10套靚衫，而且每套衫都是出動私伙。

夥「格林美」高人合作
眾所周知，Alex是已故巨星米高積遜的

頭號粉絲，今次 MV竟找來MJ家族成員
B.Howard 破天荒合作。原來二人甚有淵
源，早在 2009 年 MJ 過世時，Alex為偶像
在港舉行追思會，當時並透過朋友介紹下結
識到 MJ 家族成員：「當年 B.Howard 都
有嚟到香港，我同佢去咗探訪孤兒園、主題
公園玩，之後都有一直保持聯絡。我覺得佢
好可愛，同埋真係好似 MJ，無論係身體比
例都手長腳長、講嘢表情，仲有特別係佢把
聲係最似。而今次透過呢首歌，令我好似同

我 偶 像 合
唱，我覺得係
一件好精彩嘅
事！」
而B.Howard為撐 Alex

可謂出心出力，特意由美國飛抵韓國拍攝
MV，落機後便要匆匆趕到片場拍攝，二人
在短時間內拍攝遊車河睇夜景、玩煙火等鏡
頭。Alex 憶述：「佢當日好辛苦，一落機
就要埋位，喺片場沖涼換衫。同埋佢真係
帶比我好多豐富嘅經驗，因為佢介紹咗我
認識『格林美』級數嘅音樂幕後團隊，促
成嚟緊我呢隻碟每首歌都可以同唔同嘅高
人合作。」

黃建東擔正演《降魔的番外篇》
讚B.Howard把聲似足偶像
杜德偉如孖米高積遜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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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夏

雨、李司棋、關菊英、陳敏之、岑麗香、王浩信、黃

翠如及唐文龍等，前晚等出席無綫台慶劇《溏心風暴3》之

「溏心載譽風暴再起」首播飯局。最近無綫推行「限性感令」，香香

估計劇中其三點式鏡頭應不受影響，反觀敏之的激情戲極有可能遭刪剪。

香香需放假休養
辭演新劇

監製劉家豪在台上提到最近的「限性感令」，他
笑說：「劇集唔受影響，我哋係拍《溏心風

暴》，唔係拍《溏心胸部》，第一集已有好多奶，沖奶
茶啲奶。」
香香於劇中有三點式鏡頭，問到她可有受「限性感

令」影響遭删剪？香香說：「應該冇，我見到三點式都
有出街。」香香又稱所有戲份都有向老公強強備案。近
日有指香香辭演新劇《BB來了》，由李佳芯頂替演
出，香香表示之前已拍了《溏心風暴3》及《果欄中
的江湖大嫂》兩齣劇集，是時候要休養一下，加上
自己的廣東話不好，翻譯劇本要花好多時間，希
望聖誕節和新年返加拿大探望家人。問到放
假是否想造人？她笑說：「我冇壓力，順
其自然。」

敏之猜激情戲將遭刪減
敏之與唐文龍在預告片
中有不少激情戲

份，敏之稱相信「限性感令」而被刪剪少許戲份，但她
強調二人的感情線並非賣弄色情，只是有些激情戲吸
引眼球。敏之又自爆拍攝前沒有完全向老公備案，但
相信老公會永遠支持自己：「劇集播出時老公一定
不會看，不擔心被罵。」首次與敏之相識合作拍
戲的唐文龍，亦謂二人的戲份是重情不重慾，但
承認最初拍攝時亦有尷尬，幸好敏之擅長溝
通，收工後大家有抽時間研究劇本，才愈拍愈
順暢。此外，敏之又送上百多盒自家曲奇慰勞
台前及幕後工作人員。
司棋姐與夏雨齊聲表示對收視有信心，她又

讚夏雨有催淚演出，演出細膩，而自己亦會再
有金句：「我真係火都嚟！」
談到有指台慶頒獎禮因遷就《溏心3》播出而

改至明年1月底舉行，夏雨認為獎項要視乎各界
對其演出的評論，狙擊最佳男主角言之尚早，
並大讚劇中多位年輕演員演得好。

■《真．三國無雙》日前於新西蘭殺青。

■呂良偉(左二)都有參演，飾袁紹。

■■黃建東黃建東((右一右一))透露他在透露他在
番外篇的角色完全不同番外篇的角色完全不同。。

■杜德偉(右)找來
MJ 家 族 成 員 B.
Howard合作。

■■MVMV中中，，
許靖韻被許靖韻被
鐵 絲 捆鐵 絲 捆
綁綁。。

■■繼繼《《ProduceProduce 101101》》後後，，BoABoA再再
會會Wanna OneWanna One。。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古天樂演呂布。

■■安室奈美惠的精選碟大賣安室奈美惠的精選碟大賣。。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溏心風暴溏心風暴33》》前晚舉行首播飯局前晚舉行首播飯局。。

■■香香出動透視性感香香出動透視性感
裝力谷裝力谷《《溏心溏心33》。》。

■■唐文龍唐文龍((左一左一))與陳敏之與陳敏之((左二左二))的的
激情戲受影響激情戲受影響。。

■■密實示人的翠如明密實示人的翠如明
顯被香香比下去顯被香香比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