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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菀之
自編自導新歌 MV

這部國產神話電影《阿修羅》首映發佈會吸引
近千人到場，影片通過神話中長有三頭的阿

香 港 文 匯 報訊（本報記者 凱
雷、實習記者 李辛欣 北京報道）耗資
7.5 億的電影 《阿修羅》將於本月 13 日上
映，電影首映會昨日在北京舉行。兩位主演梁家
輝、劉嘉玲專門飛赴北京，在首映禮上不但講述
這部中國版阿凡達大製作中的拍片神秘感受，而
且與當紅小生吳磊同台現身 《阿修羅》「三頭
合體」的真人秀。梁家
輝與劉嘉玲更直
言，這部巨片拍攝
時相當震撼。

修羅尋找「洞察之頭」的故事，探討人的慾望與超
越，梁家輝、劉嘉玲和內地新星吳磊主演一頭三面
的阿修羅，更有知名演員明道特別出演，是繼《畫
皮》之後，著名導演張鵬、電影營銷人楊真鑒推出
的又一部科幻巨製。
劉嘉玲到場引起現場轟動，她上台分享時說：
「這部電影，拍完已經有兩年多了，但感受仍是相
當震撼，我等待上映亦很久了，非常開心，非常期
待，希望與大家一同到影院享受奇幻的視聽震撼效
果。」主持人和影片主角之一董琦更在開場時以劉
嘉玲沒有戲服打趣，其中的奇幻奧秘相當「高科
技」。

梁家輝借片探討人生故事
主演梁家輝亦有同樣感受：「我可以保證
進電影院的觀眾，會得到最好的視聽娛樂，接
觸最新的視聽效果。」但他話鋒一轉說：「但
是我要提醒一下觀眾，這不單是一個科幻片，
裡面講述的阿修羅其實是人，天就是我們生存
的地球。我們打造天的時
候，天究竟是一個什麼
樣的境界？是每個人
心中原來應該有的真
善美。」
梁家輝說，《阿
修羅》不單是一個
奇幻片，它探討的
更是我們的人生，
影片相當生動地呈
現了阿修羅們的
境界，他們缺
乏 洞 察 能
力，
以

為他們可以打天，可以做壞事的辦法得以擁有整個
世界，但他們錯了，因為他們缺乏洞察能力，就變
成只有慾望和謀略的人。所以阿修羅出來的一切事
情都是錯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代表我們生存的
世界。希望走進電影院的人除了感受到影片的視覺
奇觀之外，還可以再深入一下，通過電影去探討一
下我們的人生。」
除了有巨星加盟，該片還突破了許多技術難關。
三頭一體的角色是該片的一大創新，但光影的處理
也成了難題。除此之外，為「天界」這一意象，劇
組在一千平的影棚搭建了六塊 LED 屏幕 ，研發了
新的拍攝系統。索尼公司視效總監稱讚該片：「為
世界電影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這個貢獻就是『天
界』。因為在西方所有想到天界的人，一定都是宙
斯、雷神，是人格化的神在天界。可是你們沒有，
你們創造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全新的精神世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楚貽）王菀之
（Ivana）下月 30 和 31 日，將於旺角舉行兩
場音樂會，以旅遊為主題，唱盡她在旅遊時
創作的歌曲和與旅遊相關的音樂。同時，
Ivana 最近正在為新歌《沉默的士高》自編
自導自演 MV，這是她第 3 次在自己歌曲的
MV 中擔任導演，她邀請了 8 位好朋友演
出，合作無間的梁祖堯、「蝦頭」楊詩敏、
湯駿業、鄧智堅、楊螢映（Anna）、Florence、陳小東和趙耀邦等。
到底如何將熱鬧喧嘩的士高（Disco）變
得沉默呢？Ivana 說：「人類沉迷科技，成
日掛住睇手機，就連去 Disco 都各自戴耳
機，唔溝通，聲帶漸漸退化，這次邀請 8 位
朋友分成兩組，分演『人類』和『聲
帶』。」Ivana為MV拍攝，親手畫了Storyboard，仔細描繪每一句歌詞和每一個鏡頭
部署。拍攝期間，她親自向演員示範表情、
動作、走位、指揮鏡頭擺位等，舉手投足都
有板有眼。

王菀之

導演讚嘉玲演技具創造性
該片在塑造「天界」有一系列技術創新支撐，但
對主角卻構成故事以外的新技術適應挑戰。張鵬導
演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談到劉嘉玲、梁家輝時，
大讚他們在「天界」中表現相當出色與專業，「非
常滿意」。張鵬說，現實社會就像一個充滿慾望的
阿修羅世界，作為一部神話題材電影《阿修羅》超
越了慾望，價值觀上創造了「天界」，技術上更挑
戰了世界電影技術的難點，比如三頭合一難度空
前。因而拍這部戲對主演的挑戰特別大，因為它突
破了傳統的角色塑造的手段，主角的身體都不能
動，演員與攝影機的關係是也突破傳統的。比如
說，以前演員低頭可能表達一種情緒，但在這裡不
行，表演空間被限制得非常死，這種情況對演員是
非常不公平的，而梁家輝和劉
嘉玲有很多經驗，也很
敬業，更對影片有很
多創造性的幫助，
我是很滿意的。

■張鵬導演
張鵬導演((右)大讚
嘉玲表現出色((左)。
嘉玲表現出色

許靖韻青島晒唱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楚貽）俄羅斯世
界盃四強已經誕生，來緊星期日就係決賽，
一向係足球狂迷的李克勤因為工作排到密麻
麻，雖然好想全家飛去俄羅斯，但最後只能
夠留在屋企睇。日前，佢就到青島為央視世
界盃特備節目《最佳時刻》錄影，錄影期
間，克勤大唱經典金曲《護花使者》同《紅
日》，炒熱全場氣氛。除此之外，克勤透露
正在緊張籌備全新國語大碟，將會同內地眾
多知名音樂人展開深度合作。
近日因內地選秀節目《創造 101》而爆紅
的歌手許靖韻（Angela）亦受邀出席《最佳
時刻》錄影。呢次係 Angela《創造 101》後
首次出席內地大型節目，所以吸引勁多 fans
到青島接機。節目中，Angela 再次大晒唱
功，唱出總決賽時參賽歌曲《K 歌之王》，
將現場氣氛推向高潮，觀眾紛紛表示：「好
聽到喊呀！」而節目播出當晚，Angela更憑
住 keyword「許靖韻央視」而登上微博熱搜
榜。
許靖韻

■ 梁家輝
梁家輝、
、劉
嘉玲和吳磊同
台現身 ，再現
「 三頭合體
三頭合體」
」
的真人秀。
的真人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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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
電影《
《阿修羅
阿修羅》
》主創及導演一起出席首映
主創及導演一起出席首映。
。

容祖兒

容祖兒變臉扮 cute 唱洗腦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楚
貽）明年是容祖兒入行二十
年，近日除在忙住入紙紅館開
騷，其實近年祖兒亦將事業戰
線向內地擴展，頻頻亮相內地
綜藝節目。日前，佢就上好友
王祖藍有份主持的《奔跑
吧》。今集《奔跑吧》更升級

為《奔跑嘉年華》，而今次祖
兒就回復歌手身份，除獻唱
《小小》現場演繹近日內地爆
紅神曲《學貓叫》。
日前祖兒穿美國洛杉磯品牌
Ben Taverniti Unravel Project 的 low cut 裙款現身《奔跑
嘉年華》，呢頭好深情咁唱《小

小》，被網友大讚仙氣十足，突
然曲風一轉兼即刻「變臉」，同
王祖藍合唱網絡爆紅洗腦神曲
《學貓叫》，一面扮cute、一面
做可愛貓貓動作，難怪 fans 們
即刻紛紛留言：「沒想到你是這
樣的『煮鵝（祖兒普通話諧
音）』。」

印
花

相隔 14 年最受歡迎英雄家族再度出擊
《超人特工隊 2》爆笑回歸

《超人特工隊
超人特工隊2
2》優先場
電影公司現送出《超人特工隊
2》優先場戲票 20 張予香港《文匯
報》讀者，有興趣的朋友請剪下香
港文匯報印花並註明「《超人特工
隊 2》娛樂版」送飛，連同貼上$2
郵票的回郵信封，寄往香港仔田灣
海旁道 7 號興偉中心 3 樓─香港
《文匯報》，數量有限，先到先
得，送完即止。

日期：7月14日(星期六)
時間： 2:40 p.m.
地點：Grand Ocean

香港文匯報訊 今個暑假，迪士尼·彼
思人氣動畫《超人特工隊》相隔 14 年將
於 7 月 19 日爆笑回歸。電影公司為本地
觀眾帶來額外驚喜，邀得楊千嬅、丁子
高首度破天荒夫妻檔上陣聲演兩公婆，
化身超能先生和彈弓女俠！丁生、丁太
今次答允夫妻檔上陣，其實完全是為了
寶貝仔 Torres！丁生、丁太這對廿四孝父
母，其實與他們聲演的角色十分相似，
超能先生和彈弓女俠兩位超級英雄雖然
忙着保衛地球，但亦十分重視家庭和親
情，努力兼顧事業與家庭，做好一對模
範夫妻和父母。丁生、丁太對此十分認
同，更互笠高帽。
今集《超人特工隊 2》，彈弓女俠更會
被打造成超級英雄界的人氣 KOL，而超
能先生為了支持老婆的夢想，就當上「家
庭主夫」睇住頭家，最後一家人為了捍衛
世界和平再度合體出擊，這樣的角色設定
和劇情，由丁生、丁太生鬼演繹，既鬥氣
鬥嘴又相親相愛，更會額外加送不少地道
笑料。

■ 超能家族成
員再次出動。
員再次出動
。
一班力求上位的二、三線英雄，全力協
助超能先生爭取超級英雄合法化計劃。他
們各有超能力，包括可製造「空洞」轉移
物件的霍嘉倫、睇得又打得的超級肌肉磚
頭人、可隨時噴出熔岩的反胃俠、單憑念
力便足以造成破壞的毀滅者、尖叫一聲即
可爆破玻璃的飛天俠，以及手指發放高壓
電力的發電王。

全新英雄戰衣注目登場
一如其他英雄電影一樣，角色備受注目
之外，戰衣亦是焦點所在。今集成為人氣
KOL 的彈弓女俠就有三套戰衣，其中一

套有別於一貫經典的紅黑造型，首度棄用
E 夫 人 ， 改 用 她 的 競 爭 對 手 Alexander
Galbacki 的最潮設計，用上深沉顏色配金
屬蜂巢狀潛水衣料，走低調型格路線，戰
衣上更配備高科技攝錄相機，全面配合彈
弓女俠的全新任務。
今集最搶鏡的 BB 積積亦會有一套全新
Cute 爆超級英雄戰衣！而他主打的尿片
Look 亦 是 精 心 設 計 。 至 於 身 為 Fashion
Icon 的 E 夫 人 ， 當 然 要 着 得 型 格 兼 貴
氣，她一身日本風和服式打扮，靈感源
自多位著名日本時裝設計師，包括川久
保玲！

傅珮嘉病倒照宣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傅珮嘉昨
日帶病到商台宣傳新歌，她透露前日工作完
即感到不適，突然胃痛起來，一完成工作上
車回家時已嘔吐：「回到家都嚇倒阿仔，要
老公和阿仔來照顧我！」
傅珮嘉估計自己並非 14 年沒唱歌，現再
派歌宣傳太過緊張所致，但即使病倒了，能
見回一班舊朋友也很開心。現新歌已推出，
她笑言人也變得輕鬆，記得以前出歌會不停
計算巿場會否喜歡，有沒有人去關注，老公
就安慰她指樂迷會下載首歌，是因為首歌好
聽，所以不用去擔心太多。
傅珮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