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0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植毅儀 ■版面設計：黃力敬

2018年5月15日（星期二）
2018年5月15日（星期二）
2018年5月15日（星期二）

■ 迪士尼巨星勾
起五月天童心。
起五月天童心
。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植毅儀
植毅儀）
）組
合五月天香港尾場演唱會前晚在母
親節上演，
親節上演
，五月天排除萬難
五月天排除萬難，
，突破
自己的紀錄，
自己的紀錄
，從本月 4 日到 13 日一
連 6 場超過
場超過12
12萬員工
萬員工((粉絲
粉絲))，首度在
香港的戶外星空下「
香港的戶外星空下
「上班打卡
上班打卡」。
」。
適逢尾場是一年一度母親節的大日
子，五月天特別準備了
五月天特別準備了《
《洗衣機
洗衣機》
》

幕
落
滿
圓
6場

一曲送予天下的母親，
一曲送予天下的母親
，怪獸開騷前
在社交平台以「
在社交平台以
「一直有妳
一直有妳」
」來表達
對媽媽的思念外，
對媽媽的思念外
，演唱會上
演唱會上，
，阿信

不
捨
天
舞
月
台
五

」
工
員
「
12 萬 空打卡
星
五
港
香
」
T
O
「

月天的五位成員阿信、怪獸、瑪莎、冠
佑跟石頭表示最慶幸的是六場都天公作
美，未有下雨，連老天爺都疼愛所有「五
迷」，在最佳的天氣下盡情享受。怪獸在
台上說：「演唱會之前都很緊張天氣，
一直看天氣預報，謝謝老天，謝謝你
們，你們都是五月天的『晴男晴
女』！」

粉絲大合唱相約到80歲
今次五月天實現夢想，能夠在
戶外場地舉辦演唱會，特
別感謝主辦單位和
不同的機構協
助，阿

主動恭賀瑪莎太太懷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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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為隆重其事，特別用廣東話講聲：「多謝
晒！」五位成員來到尾場都感觸良多，石頭
說：「不知道明年是否還是在這裡，不如就
一起看看星星和吹吹海風，當作是最後的一
場。」冠佑稱不是告別演唱會，無須太臨別
依依，但絕對要嗌到聲沙，才叫做看完五月
天的演唱會，聽到現場歌迷狂叫冠佑「靚
仔」，阿信不禁笑指冠佑只限是十呎範圍內
最帥的鼓手。他說：「今天記不得是第十幾
個『五月之約』，不管未來 21 年的 5 月，或
者真的唱到 80 歲的
五月也希望跟你

們在一起。」

《洗衣機》贈天下媽媽
適逢尾場是一年一度母親節的大日子，五
月天特別準備了《洗衣機》一曲送予天下的
母親，怪獸開騷前在社交平台以「一直有
妳」來表達對媽媽的思念外，演唱會上，阿
信主動恭賀瑪莎太太懷孕的事，他說：「瑪
莎今年家裡又多了一位母親，是你闖的
禍！」瑪莎哭笑不得，立即反駁不是闖
禍，怪獸多加一句：「以前的是！」
兄弟你一言我一語，氣壞快當爸爸
的瑪莎了，幸好阿信都有甜言補
鑊，他說：「從 1997 年成軍到現
在 21 年了，謝謝四位團員
一直陪伴我，我媽養
了我十幾年，
但跟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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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已經 21 年了，接下來的日子，我希望繼續
養陳媽媽更長的歲月。」可是，《洗衣機》
音樂遲遲未響起，因為淘氣的阿信在台上不
停哼起周杰倫的歌，《千里之外》、《開不
了口》、《雙節棍》跟《下雨的聲音》等，
聽到全場歌迷跟着大合唱又不是味兒，瑪莎
說：「都最後一場了，幹嘛要羞辱我們？」
阿信則笑指歌迷買錯門票，應立即在出口離
場，歡迎退票，他笑言：「如果五月天今天
晚上超時演出要罰款，都是因為整場都在唱
杰倫的歌。」演唱會結束後，香港歌迷主動
發起全場大合唱《米老鼠》，害五月天都捨
不得離台，他們最後為歌迷「OT」加班，
多送《憨人》和《相信》兩首歌曲，為
演唱會畫上圓滿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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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妻愛從老夫身上偷師

台北電影獎公佈入圍電影

于淼愛腳踏實地做好自己
&

華姐出身的于淼
（Maggie)最近在電視
劇《逆緣》入面，飾

演 70 歲姜大衛老婆，
引起不少人關注。劇
中，頭髮長長、白白
淨淨、眼睛大大的于
淼，笑起來好甜美，
被森美稱為「將軍澳范冰冰」，迷倒唔少宅
男。



人會覺得現今內地影視圈更多機會，但我份人
喜歡腳踏實地一步步做好自己，連根基都未打
好，就算比我遇到機會，都未必做得好。來緊
開新劇《多功能老婆》，跟黃浩然做有感情
線，仲要同影后楊千嬅爭老公，自己也十分期
待。」
採攝：植毅儀

中通社 2018 年台北電影獎
昨日揭曉 40 部入圍影片名單，
去年金馬獎最佳影片《血觀
音》入圍，主演惠英紅將與楊

■電影《海人魚》入選 ■電影節主席李屏賓（左）頒
本屆劇情長片。演員鍾 發入選證書給導演楊雅喆。
瑤出席記者會。中央社
中央社

樂做「御用阿伯殺手」
于淼近年同不少前輩合作，除今次飾演姜
大衛老婆外，也做過 74 歲劉丹老婆，被網民
稱為「大台御用阿伯殺手」，于淼毫不在意，
只因在這些前輩身上偷師，學識不少演戲技
巧。「我初拍劇，咩都唔識，連企位都唔啱，
大家好肯幫我。像今次同 John 哥合作，聽佢
講好多以前拍戲的事。拍咗劇 3 年，自己愈來
愈喜歡在戲劇世界做不同的角色，現在也懂得
為自己的角色去寫一些小傳，了解人物心態。
初來香港，自己廣東話講得唔正，初初都有跟
老師學，不過而家有基本底，老師都叫我唔使
上堂，最重要在家大聲講出來。現在以煲劇同
看新聞來學習廣東話，也堅持用咬木塞讀報紙
來練習。」
擁有 42 吋長腿的于淼，畢業於大連民族學
院國際商學院，於 2012 年代表大連參加「國
際中華小姐選舉」，雖然最終落選，但係就入
咗無綫。家人均居於北京，隻身來港發展，原
來于淼細細個已對香港有情意結。「小時候睇
香港的劇集，已經十分喜歡廣東話。選華姐真
是一個機緣巧合，
雖然最後落選，但
公司話同我簽
約，我諗都唔諗
就立即答應。
可能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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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丞琳惠英紅爭
「影后」
丞琳等年輕演員角逐「影
后」。
台北電影獎每年選出 40 部入
圍影片，分為四類別競賽單
元：劇情長片、紀錄片、短片
及動畫片，均有機會角逐百萬
首獎及演員技術類等獎項。今
年的頒獎典禮將在 7 月 14 日舉
行，內地導演婁燁為本屆評審
團主席。
劇情長片部分，去年獲得金
馬獎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獎
項的《血觀音》毫無懸念入
圍，即將面臨的新片勁敵包括

口碑票房兼具的《紅衣小女孩
2》 、 《 角 頭 2： 王 者 再 起 》
等；這也意味着《紅衣 2》主
演楊丞琳，將迎戰《血觀音》
主演惠英紅，爭奪「影后」。
「影帝」符合資格入圍者也
不少，去年「影帝」吳慷仁以
《小美》爭取蟬聯，但他這次
的對手個個都是演技派，包括
《范保德》黃仲崑、傅孟柏、
莊凱勛，還有《角頭 2：王者
再起》鄒兆龍、王識賢、鄭人
碩，以及《誰先愛上他的》挑
戰男同性戀者角色的邱澤。

《小偷家族》獲全場鼓掌9分鐘
Lily Franky

■唐文龍巧遇電影《某日某月》攝影指導吳匡華，演員湯怡
及導演劉偉恒。

唐文龍讚《某日某月》有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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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電影《某日某月》優先場反應熱烈，母親
節連開四場幾近爆滿，導演劉偉恒與女主角湯怡（Kathy）
努力謝票喜獲強心針，發現型男唐文龍（Michael）抽空捧
場！「好睇！」帶病撐場的 Michael，豎起大拇指力讚：
「電影是少有的校園真摯愛情片，好簡單、好有人情味，同
時反映一種以前與今日的時代對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所
有都很難得到，所以我們會堅持，現在科技信息發達了，一
切反而變得理所當然，電影正好講述年輕人難得相信的情
懷，必睇！」
戲中飾演魯老師的陳茵媺（Aimee），亦被這份堅持所打
動，故誕下三女凱婷不久，立即決定接拍此片。Aimee 說：
「我向來都有戲癮，導演（劉偉恒）約我出來傾劇本，講得
好有熱情，我好喜歡魯老師追求浪漫那份堅持，導演前作
《王家欣》也有這種味道，只要夾到時間湊小朋友，我一定
會接，我特意改早機票回港開工。」Aimee 強調依然對演戲
充滿熱誠，會盡量平衡家庭與事業，「老公（陳豪）都好支
持我的事業，接到好角色，我會先和老公度時間，起碼要有
其中一個留在家中照顧小朋友，我們是teamwork。」

安藤櫻

佐佐木美雪

樹木希林

是枝裕和

松岡茉優

城檜吏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名導是枝裕和，第7度進軍康城
的競賽片《小偷家族》昨晚舉行首映禮，他偕一眾演員
包括樹木希林、安藤櫻、松岡茉優、Lily Franky，以及
童星佐佐木美雪和城檜吏一起亮相。據是枝裕和表示，
他一邊看戲一面思考電影有什麼需要修改，直至全片播
畢，全場觀眾起立鼓掌長達9分鐘，他才如釋重負，笑
言首映禮相當成功。
圖：新華社

招牌笑容
香港文匯報訊 韓星鄭
雨盛以優雅形象大使為手
錶品牌拍攝腕錶系列，他
身穿休閒服、一時大晒招
牌笑容，一時又擺出憂鬱
神情、散發男人味。其後
他出席品牌腕錶活動時，
穿上西裝及戴上腕錶，即
成為現場的集郵對象，而
他的一副招牌笑容更迷倒
現場不少女嘉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