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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宋偉大連報道）
電影《紅海行動》內地票房已突破30億
元大關。該片主演杜江4日晚在遼寧大
連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指，雖是首次
與林超賢導演合作，但發覺他工作極端
負責和用心，並稱讚林超賢拍戲時「很
細膩、很有愛心」。
杜江坦言，儘管之前有聽聞「魔鬼導
演」林超賢「虐待」演員，但合作時才
發覺，其實是他對工作極端負責和用
心。杜江亦分享了影片拍攝中的一個小
故事，指出林超賢並不是拍起戲來「炸
天炸地」為滿足自己什麼都不顧的人。
戲中，杜江有一場搶坦克炸毀指揮所的
片段，片場臨時搭建了「指揮所」小樓
用來爆破。「由於片場經常有流浪的小
動物棲居，在安好炸彈後，林導甚至親
自到小樓裡鳴槍驅離，避免爆炸傷害到
這些小生命。」在杜江看來，林超賢導
演是個非常細膩、有愛心的人。「他能
把細微的細節和龐大的調度完美結合起
來，令人敬佩。」

為角色展開21天魔鬼式訓練
《紅海行動》講述了中國海軍「蛟龍
突擊隊」在異國他鄉解救人質、執行撤
僑任務的精彩故事。杜江表示自己剛拿
到角色時很忐忑，因從未有機會飾演特
種兵，如何自信成為最大困惑。對此，
杜江展開21天魔鬼式訓練，更把體脂從

14.6%降到6.2%。杜江說：「只有當自
己的身體素質到位，才能讓導演在拍攝
時有信心並且安心交給我一些高要
求。」當被問及盛傳的「吃鹽」減肥法
後，杜江笑稱「吃鹽不減肥，千萬別
學」，並坦承當時是為了次日影片拍攝
「脫水」的需要，且只有一次晚餐吃
鹽，吃鹽並不能減肥。
對於《紅海行動》喜獲佳績，杜江直

言拍攝時沒時間去想，影片殺青後也未
作預料。「公映前我看過成片，從未擔
心觀眾會不喜歡這部電影，特別是年輕
觀眾。」杜江更爆料，就連自己多年未
進影院的岳父，此次亦被吸引觀影，充
分說明《紅海行動》是一部全年齡段的
優質電影。

杜江並不贊同影片票房「逆襲」這一
說法，他認為《紅海行動》本身就是一
個大膽嘗試，春節檔期上映更是對內地
影迷觀影習
慣的一個巨
大挑戰。杜
江說，「走
到今天有這
樣喜人的票
房，完全歸
功於影片本
身過硬的質
量，以及傳
達出的愛國
情感觸動了
觀眾。」

香港文匯報訊 國寶級歌唱
家周詠琁(本名周旋)以往大都
留家過年，今年罕有地赴美
演出兼度歲，感受異地新年
氣氛：「這次我和家人及好
友一起赴美，在友人家中和
很多熱愛藝術的朋友相聚，
還一起唱歌分享喜悅，晚會
還有些荷里活藝人助陣演
出，看到不少精彩的雜技表
演，大家過得很開心，而我
的兒子William也現場即興為
大家獻上了一首《恭喜恭
喜》，藉喜氣洋洋的歌聲帶
給大家美好祝福。此外，好
朋友還邀請了民間藝人，現
場製作糖葫蘆、捏泥人，剪

紙、包餃子。讓我們身在異
國他鄉也感受到了濃濃的新
年氣氛！度過了一個難忘特
別的中國年。」
展望新一年，周老師衷心

祝願香港越來越好，祖國繁
榮昌盛！也希望她的家人和
朋友健健康康，幸福平安。
回顧2017年，周老師認為最
別具意義且難忘的是很榮幸
參與了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
的系列慶典活動，用歌唱這
種特別的方式與社會各界一
起來紀念這重大時刻。周老
師新一年的大計是繼續促進
兩地音樂文化交流，將舉辦
一場音樂藝術大賽，匯聚全

國各地乃至海外的熱愛音樂
藝術的人，進行才藝比拚，
互相交流學習，讓大家在提
升自己的同時，也爭做音樂
藝術和文化交流的傳播使
者。

香港文匯報訊 近
日，人氣偶像王嘉
爾 (Jackson Wang)
正式宣佈以Original
Icon 身份加入品牌
大家族，與 adidas
Originals 攜手打造
更多至型至潮的街頭
時尚配搭，為時尚界
注入潮流新風潮。

《紅海行動》破30億大關

杜江：林超賢拍戲細膩有愛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
韓國樂隊CNBLUE的28歲隊長
鄭容和昨日正式入伍，下午到
江原道華川15師團勝利新兵教
育隊報到，之後以陸軍身份服
役，約400名粉絲昨早冒寒於場
外等候oppa，而鄭容和預計明
年12月4日退伍。

鄭容和於入伍前，於社交網
公開平頭裝新照，又留言：
「這段時間你們要好好保重自
己的身體，等等我。先再見
啦，希望大家都能身體健康，
夢想及目標全部都能實現。我
會好好的去，所以唔需要擔
心，祝大家呢段期間都幸福！

暫 時 再 見 啦 ！ 」 另 外 ，
G-DRAGON(GD)成員太陽亦已
定於下周一入伍，據報道指太
陽將於江原道鐵原郡第六師團
青星部隊進行基礎訓練。至於
28歲成員大成將緊接太陽於下
周二以現役兵身份服役，係
BIGBANG第4位成員入伍。

香港文匯報訊 日前關楚
耀(Kelvin)作客TVB娛樂新
聞台節目《StarTalk》，接
受主播許文軒(Edmond)專
訪，大談推出新歌《飢餓
遊戲》及入行多年感受。
Kelvin說：「之前同朋友傾
偈，他們會覺得我唔係歌
手，係藝人，我呢三四年
真係放咗好多時間演戲，
音樂放低咗，歌手身份俾
人遺忘咗，所以今年真係
會 放 多 啲 時 間 喺 音 樂
上。」他又說：「其實拍
完劇集《特技人》後再錄
音，我睇份歌詞好似睇到
劇本咁，好快就投入到個
故仔，所以錄音錄得好
快，好順利。」
專訪中提到關楚耀近期

愛上攝影，他說：「唔知
係咪人大咗，覺得自己揸
住相機會忘記自己，乜都
影，而且影相要捕捉，過
咗就冇，同自己做人嘅機

會都一樣，機會走咗就
冇，所以有機會入錄音
室，就要好好珍惜。」
談及感情方面，Kelvin

說：「自己三年前都試過
有感情低潮期，其實有邊
個人唔想穩定，所以我好
妒忌陳柏宇，成日都晒恩
愛，有幸福家庭，我連幸
福兩個字都未接觸到。」
他笑說：「可能我形象同
埋啲新聞畀外界感覺好
曳，其實我比較純真，唔
係純情！冇基心，有嗰句
講嗰句，我冇口花花，只
係有時有啲女仔主動識
我，都唔關我事。」鄭容和正式入伍

一如過往，「電視世界」今年邀請多位
專家舉辦論壇，共同討論電視節目內

容的新領域，謀求多向性發展。今年「電視
世界」開幕典禮暨國際論壇主題為《傳統電
視，新潮網絡，互助互搏？》。近年火熱的
互聯網平台和中國提倡的「一帶一路」政
策，都為影視業帶來前所未有的影響。當今
視頻轉播技術突飛猛進，已非昔日單一傳統
電視播放制式。互聯網的發展，已直接影響
傳統電視的播放生態。傳統電視在黃金時段
一直是以播放劇集來爭取廣告收益。目前內
地及香港仍以電視劇作為主打，但廣告收益
已顯示有下降趨勢，大部分流去互聯網及電
競市場。有人認為現今電競浪潮已直侵電
視，有取締黃金時間以戲劇為主的姿態。這
個情況會否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

未清楚李菁喪禮何時舉行
會長徐小明在致辭中表示：「今天在
強大的電競和網紅衝擊下，傳統

電視前景終究如何發展和
營運？ 未來可

有什麼

手段去獲取發展空間？ 業內專業人士均一
致認為舊媒體必須結合新媒體才是正確的發
展方向。今屆力邀傳統電視媒體、網絡電
視、互聯網等各領軍人物發表真知灼見，前
瞻電視業未來發展的趨勢和走向。」徐小明
更邀請亞視代表吳雨上台，向他致送各電視
台代表簽了名的心意卡，因亞視一直是顧問

委員，卻一度被取消免費廣播牌照和清盤，
缺席了一屆，很高興亞視再由吳雨領軍重
返，一起合作為電視業界出力，故特別送上
心意卡祝福亞視「重新啟航，一帆風順」。
提到邵音音指徐小明、林青霞及白雪仙會

協助負責邵氏女星李菁的喪禮及殮葬費，徐
小明說：「都是些微心意，當年我做武師時

已認識李菁姨，但沒私交往來，只是一點關
心。」問是否已經認屍？他則表示自己沒參
與具體的操作，因認屍要直屬親人，即使委
託人也不可以一班人去，他亦未清楚喪禮何
時舉行，不過都感激邵音音仗義牽頭去做。

吳雨欲找陳偉霆演《英雄本色》

亞視將開拍電視版《英雄本色》，吳雨透
露會跟北京公司合作，劇本在籌備中，皆因
《英》片本身是很吸引的經典品牌，重拍成電
視劇更要將內容加強到很好，至於起用內地演
員身價至少過億，但有好的演員參演，等於劇
集已成功一半，所以製作費應也不菲。提到演
員片酬高昂，倒不如請周潤發再度演出？吳雨
笑指任何事都可能發生，其實錢的問題都可解
決，最頭痛是演員的檔期：「像我和陳偉霆這
麼熟絡，從前找他拍什麼都會拍，現在都要等
他，因為實在有一大堆劇本怕揀錯，這也難怪
他的。」不過吳雨認為選角已經變成兩極化，
全片由一線紅星演出，抑是全新人去搏一
鋪，之前《神鵰俠侶》就是好成功的例
子。吳雨透露亞視未來的方向將是
一年開拍一齣大品牌劇集，
再以其他小型劇集去配
合。

邀行業領軍人物出席邀行業領軍人物出席「「電視世界電視世界」」論壇論壇

探討網絡電視與傳統電視融合探討網絡電視與傳統電視融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慶全)「電視世界2018」記者會昨日舉行，出席者包括香港電視專業人員

協會會長徐小明、吳雨、丁羽及各電視台代表，徐小明透露「電視世界」踏入12周年，今年

於「香港國際影視展」將舉辦兩項活動，首項高峰論壇會邀請內地及亞洲電視

行業的領軍人物進行前瞻性討論；第二項活動是電視業新技術的介紹。

徐小明提到近年受網絡電視衝擊，傳統電視的收視以及廣告收

入均下跌，因此會議之上亦會討論將新舊媒體融合的可

行性。

周詠琁感受異國賀年氣氛

街頭時尚

關楚耀自認純真
■杜江稱讚林超賢「很細
膩，很有愛心」。

■■許昌艦許昌艦。。

■■周詠琁周詠琁

■■電視人眾志一心電視人眾志一心，，期望期望
香港電視業再現輝煌香港電視業再現輝煌。。

■■左起左起：：點心台司徒傑點心台司徒傑、、徐小明會長徐小明會長、、亞亞
視吳雨視吳雨、、林旭華副會長林旭華副會長、、美亞唐慶枝美亞唐慶枝。。

■徐小明代表
各電視台為亞
視送上祝福並
向吳雨致送心
意卡。

■貿發局代表古靜敏與徐小明會長聯同十大電視機構代表向來賓致謝並祝
「電視世界2018」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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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楚耀關楚耀((右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