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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慶全）郭富城、譚耀文及周
文健昨日齊出席「美亞娛樂
強勢展．望2018」活動為新
片《風再起時》宣傳，另一
主角梁朝偉缺席仍拍片讚賞
城城是位有能量又努力的出
色演員，另首播宣傳片段，
城城有講粗口對白。城城於
接受訪問時表示首次跟偉仔
合作並沒感到壓力，反之不
用多說，大家一埋位已很清
晰去演，他亦讚偉仔於戲中

會給予觀眾新鮮感，自己其
實都勇於嘗試可以大膽演
出，界限上是沒包袱的，像
今次粗口只是皮毛。
另昨日大會為生日的譚耀

文送上蛋糕，阿譚許生日願
望時祝福城城多追一個小朋
友，城城也祝賀他早日榮升
影帝。城城坦言太太和家人
均喜歡小朋友，但都要順其
自然，主要是因今年要拍三
部電影及舉行演唱會，況且
家人又沒催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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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影視展揭幕台上風騷

網上親證將當爸
51歲黎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耳
東影業昨日於香港國際影視展上首度
隆重舉行大型發佈會，現場播放兩部
今年上映，分別由吳鎮宇、張智霖
（Chilam）、佘詩曼（阿佘）主演
的《洩密者》以及另一部由古天樂、
袁詠儀（靚靚）、吳鎮宇及張達明主
演的《家和萬事驚》預告片。
而有份拍《家和萬事驚》的古仔

就大爆靚靚及鎮宇在片場不停吃，
說去補妝原來也是去食嘢，靚靚笑
謂有問古仔食唔食，他因要入戲沒
有吃，又說六點後才進食，但她晚
上六點後就不吃，所以大家不合
channel。影片監製之一的達明，
大讚古仔演出投入，古仔就笑稱如
果是六點後拍攝就唔投入。
之後一眾演員及嘉賓上台影大合

照及祝酒，曾被指介入Chilam及
靚靚之間的阿佘，三人難得同場，

頓時成了焦點，最初因Chilam 企
錯位，令到兩女並排而企，後來
Chilam發現自己企錯位才企到靚
靚和阿佘中間，期間Chilam 一臉
尷尬，全程直望，不敢望靚靚和阿
佘，直至祝酒儀式，最初零交流的
靚靚和阿佘，在阿佘主動下，二人
來個碰杯，緩和了尷尬氣氛。

阿佘跟張智霖碰面不尷尬
阿佘、Chilam及鎮宇一起接受

訪問，問到阿佘跟靚靚碰面可會尷
尬？阿佘反問：「點解尷尬？」
Chilam 亦反問：「點解會咁？
（有報道是這樣寫？)報道別有用
心。」阿佘指私下在party都見過
靚靚，也有打招呼。Chilam被問
到為何企在兩女中間表現「硬
晒」，他搞笑說：「唔通軟晒，成
條軟皮蛇咁咩？」

到靚靚受訪時，說到三人同場似
乎有點不自然，Chilam更表現生
硬，她說：「好正常，唔係企邊個
隔籬先硬晒？(阿佘囉？)都熟……
（幾時熟㗎？)其實我哋唔係好
熟，喺公開場合見到會打招呼，我
去探班見過幾次，打個招呼係禮
儀。(尷尬？)點解要尷尬？我同
Chilam都同咁多人傳緋聞，咁咪

好唔得閒？大人來，唔係細路仔，
冇乜好尷尬。」當記者欲追問下
去，靚靚已有點不耐煩，不欲再談
這個話題。
另外，會上又公佈多個正在籌備

之焦點電影計劃，當中包括由吳宇
森監製，黃海導演，陳十三編劇的
《喋血雙雄》，陳十三表示會保留
原著經典場面，再加上新元素。

陳十三將翻拍《喋血雙雄》
古仔爆靚靚鎮宇片場吃不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王
晶、甄子丹及毛舜筠等亮相「星王
朝2018電影、藝人、網劇巡禮」，
甄子丹表示跟王晶合作完電影《追
龍》後感到很有信心和興奮，便成
立了「超級子彈」製作公司與王晶
再度合作開拍《大師兄》及《肥龍
過江》兩部電影。王晶更透露即將
再合作開拍巨著，類近大收35億人
民幣的《紅海行動》般再加入甄子
丹。問目標是否要好收過《紅海》
票房？王晶笑指最重要是拍出好電
影，留待觀眾給多少個「億」。子

丹則笑指自己酬勞收得很便宜，且
一向不去想票房，但他都恭喜林超
賢能打破華人影圈的紀錄，勉勵到
大家用心拍電影的精神。
子丹表示今次《大師兄》一片

中，以正面勵志的方式去探討香
港教育問題，這都基於自己已為
人父，想透過自己的平台拍電影
之餘亦講出一些個人的想法。另
子丹今年亦會以演員及監製身份
參與陳木勝的電影《火拼》，陳
木勝透露該片將深入南美當中的
罪惡之城拍攝外景。

■■第第2222屆香港國際影視展屆香港國際影視展(FILMART)(FILMART)一連四天一連四天((33月月1919
日至日至2222日日))為進一步協助業界擴闊商脈為進一步協助業界擴闊商脈，，大會於大會於

FILMARTFILMART期間亦舉行逾期間亦舉行逾4040場多元化的交場多元化的交
流活動流活動、、專題研討會專題研討會、、新片發佈會新片發佈會。。

以下是部分焦點項目
3月20日
第十一屆數字電影特效高峰論壇

時間：上午9時至中午12時30分

綠燈行動-香港新一代電影計劃提案會

時間：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

紀錄片的國際發行及營銷

時間：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00分

2018A&BFilm一帶一路影視作品發佈會

時間：下午1時30分至下午3時30分

電視世界2018開幕典禮暨國際論壇︰傳統電視，新潮網絡，互助互搏

時間︰下午2時至4時30分

講者：古畑康雄、D’LIVE總裁Yong-juJeon、吳雨

大灣區夢工場

時間︰下午2時至4時30分

創意無疆界:數碼製作與發行的新突破

時間︰下午4時30分至6時

講者：JenniferBatty、TomJacobson、北京文心華策文化科技總
經理賈堯

焦點對談

時間：下午5時至6時

講者：奧斯卡得獎電影《愛的萬物論》行政監製DavidKosse

3月21日
VR/AR：動畫產業發展的新領域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

講者：BaobabStudios 全球業務拓展副總裁-傅江納、DV-
GroupVR 監製-KLEINFrancois、AtlasV 監製-CorentinLam-
bot、FlightSchoolStudio創作總監-BrandonOlderburg

數碼娛樂論壇2018

時間︰下午2時至4時

第一部分:與監製對話

講者：PolygonPictureInc.總裁塩田周三

第二部分::直播熱潮下的新商機

講者：松本晶子、金俊侯

3月22日
香港亞洲流行音樂節2018商貿論壇︰越南—亞洲流行音樂新一頁

時間：上午11時至下午12時35分

第一部分-越南嘉賓講者個別分享：

講者：HoangVanThai-VTCDirectorofiTVmusicchannel

LuanNhanThe-NCTCorporation創始人裴玉芳

與年輕電影人對談

時間：下午2時45分至3時10分

講者：電影監製AndrewHevia、導演-麥浚龍

「香港影視娛樂博覽」：http://www.eexpohk.com

第22 屆 香 港 國 際 影 視 展
（FILMART）吸引來自 37

個國家及地區超過850家公司參
展，包括香港各大電影公司、以
及中國內地及國際主要電影單
位。其中，來自中國內地的參展
商規模龐大，多個省市如廣東、
杭州、北京、上海、湖南等將再
度設立地區展館，其中四川及重
慶為嶄新展館。此外，今年
FILMART亦吸引超過360家來自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包括俄
羅斯、泰國、印度、烏克蘭、哈
薩克斯坦、波蘭、柬埔寨、土耳
其和越南等的參展商，希望透過
香港平台，拓展中國內地及國際

市場。

有創意堅強信念的人可入行
近日與公司失婚得力女助手

WingChan傳出緋聞，更驚傳女方
已懷孕六個月，事後一直未有回應
緋聞的Leon，昨日以香港影視娛
樂大使身份為主持啟動儀式，雖然
一如以往未有接受傳媒訪問，但全
程表現風騷。久未露面的Leon，
昨日身穿彩色蝴蝶圖案服飾現身，
到場後又與在場嘉賓及機構代表握
手和合照，全程笑容滿臉，之後聯
同所有主禮嘉賓上台主持儀式，儀
式過後就播出Leon為是次活動拍
攝的宣傳短片，短片播畢，司儀朱

凱婷表示Leon以行動幫大會拍攝
短片，放上facebook上短短時間就
有80萬人次觀看，吸引了很多年
輕人畀like，問到Leon作為大使怎
樣呼籲有志參與娛樂工作的年輕
人？Leon說：「我相信有好多人
有想加入娛樂圈，包括幕前幕後、
創作工作，外界唔會介意你外形、
學識，只要有創意同堅強信念就可
勇於嘗試，因為呢行會出現好多唔
同機會，畀啲充滿意志力向前行嘅
人，祝大家成功。（點樣借助媒體
宣傳影視娛樂？）只要有好作品，
大家一定支持，相信影視娛樂博覽
會不停展示好多新嘢，今年都加入
好多新元素，祝願香港及香港國際

影視展一年一年進步。」台上現身
不夠兩分鐘。

兩個離婚人因緣分走一起
事後，紙包唔住火，約傍晚六

時，Leon在facebook公佈喜訊，親
證快為人父：「兩個經歷過離婚的
人，有機會走在一起已是一種緣
分，有了的小生命更將令我成為父
親，並帶我進入人生中另一階段。
我作為父親必須保護好我自己的家
人，更不願意讓家人隨便曝光，相
信作為家長也會有同感。對於我們
的將來，就交給時間去證明一切。
2018年3月19日」。留言一出即獲
不少歌迷送上祝福。

甄子丹拍住王晶開巨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

靜儀）香港國際影視展(FILMART)

昨天假會展舉行 。 作為香港影視娛樂博覽

9大精彩活動之一，FILMART開幕首天更會舉

辦香港影視娛樂博覽啟動儀式，出席的嘉賓包括

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香港貿易發展局

署理總裁葉澤恩、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影局副

巡視員周建東、香港貿易發展局影視娛樂業諮詢

委員會主席黎筱娉 ，以及香港影視娛樂大使黎

明。當中，一直盛傳黎明（Leon）將做爸

爸，台上Leon沒有回應便離開，直至

傍晚才透過社交網站直認將做

爸爸。

■■5151歲的黎明歲的黎明
台上風騷台上風騷，，原原
來 即 將 做 爸來 即 將 做 爸
爸爸！！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阿阿WingWing曾離婚曾離婚，，
並育有一子並育有一子。。

■■大會為生日的譚耀文送上蛋糕大會為生日的譚耀文送上蛋糕。。

■■王晶、甄子丹
及毛舜筠等亮相
「星王朝 2018
電影、藝人、網
劇巡禮」。

■■黎明於黎明於fbfb公告喜訊公告喜訊。。

■■耳東影業首度舉行大型發佈會耳東影業首度舉行大型發佈會，，吳鎮宇吳鎮宇、、張智霖張智霖、、余詩曼余詩曼、、古天古天
樂樂、、袁詠儀袁詠儀、、吳鎮宇及張達明等齊祝酒吳鎮宇及張達明等齊祝酒。。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第22屆香港國際影視展(FILMART)一連四天(3月19日至22日)為
進一步協助業界擴闊商脈，大會於FILMART期間亦舉行逾40場多
元化的交流活動、專題研討會、新片發佈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