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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自言一直尊重女性，「從第一部電影開始，
我就把女人當作神來拍，我仰視女人。」太座

至上，他也沒忽略愛兒，《邪不壓正》正是為兒子
而拍，「之前我突然發現，以前所拍的電影，除了
《陽光燦爛的日子》，我兒子基本沒看過，那個時
候他不到十歲，我對兒子說：『好，我用四年拍個
電影。』四年磨一劍，不會太長嗎？姜文回應：
「你把時間獻給好玩的事兒，又不急着搶錢，電影

票價是不能動的，我只能物美了，所以我用了四年拍了這個。」

只有姜文才能拍出來的電影
《邪不壓正》既有張力十足的動作場面，也有非

常密集的爆笑橋段，由彭于晏所演的李天然，跟周
韻化身的關巧紅，巧遇在屋頂之上，交織一段超越

世俗的浪漫戀歌。姜文特邀天后王菲演繹宣傳曲《偶
遇》，詮釋「屋頂之上是浪漫，屋頂之下是陰謀」的複雜情
感，姜文一錘定音：「這首歌，只有王菲能唱！」片中還有令
人難以忘懷的一幕，就是「國民老公」彭于晏竟在屋頂上裸
奔！姜文笑道，下回不會再給他披一面旗子遮蓋着，彭于晏
豪氣回敬：「下次就拍正面吧！」
首映結束之後，全場意猶未盡，黃渤說：「特別羨慕能夠
參與到這個電影裡面的演員……今天又看到一個好的作品，
其實證明了時間稍微長一點，只要精彩是沒有問題的。」
導演寧浩盛讚：「特別的爽，特別的姜文，特別的電

影，非常像電影的電影，非常是電影的電影，恭
喜姜文導演。」導演張一白亦有所感：

「我覺得有一種電影，就只有
姜文才能拍出來！」

「「國民老公國民老公」」屋頂全裸跑屋頂全裸跑

彭于晏彭于晏豪氣

求姜文拍正面求姜文拍正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鍾楚貽）昨天早晨，
杰倫在網絡上PO出了一段畫面超美的視頻，
並配文稱：「我想帶你騎單車，像這樣沒擔
憂，唱着歌，一直走。」視頻中杰倫與昆凌戴
着黑色帽子，騎着單車兜風。杰倫舉着手機正
在自拍，戴着墨鏡酷酷的樣子，身後昆凌穿着
綠色的吊帶衣面帶笑容地望着鏡頭，兩人十分
幸福甜蜜。把杰倫的那首「簡單愛」過成了自
己的生活，真是令人非常羨慕呢！SO
SWEET！接着，昆凌在社交網絡上也晒出了

相同的一段視頻。
兩人自結婚以來便時常秀恩愛，今年，杰
倫的大女兒都已經三歲了，還有一個小兒子！
好甜啊！在兩人工作之餘，杰倫經常探班昆
凌，並為了昆凌調整自己的工作行程，只是為
了陪伴昆凌拍攝。為了昆凌的拍攝效果把自己
心愛的重機車借給劇組拍攝，昆凌到哪杰倫就
跟到哪，並在去年之後用自己的名字開了社交
網絡，只是為了幫昆凌宣傳電影以及發送試鏡
的視頻，真心實意寵愛妻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鍾楚貽）已育
有兩位兒子的前香港小姐陳倩揚，於
昨日誕下8磅千金，母女平安。倩揚雖
已是兩子之母，到今次第三次懷孕，
仍難免有點緊張。因為醫生早早已表
示今次倩揚懷胎非常足磅，七月頭已
經隨時生得，但早幾日丈夫要與大兒
子往日本參加交流活動，倩揚只好邀
請母親到家中相伴，亦拜託經理人隨
時留意電話，一有任何作動情況，可
能要立刻支援。同時，倩揚也不斷叫
腹中小女兒等爸爸星期一晚回來之後
才出生。果然這位「前世情人」非常
聽話，真的等爸爸回來，還待爸爸休
息一晚才出生，有老公的陪伴及打

氣，過程非常安心和順利。
今次倩揚同樣選擇順產，雖然有兩

次經驗，但再次面對十級痛的挑戰，
臨門一刻仍不免緊張。幸好今次陣痛
連生產時間不算太長，加上醫護團隊
非常有能量的鼓勵，老公喺身邊的支
持同協助，順利誕下女兒，闔家歡
樂！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植 植 ） 歐 陽 靖
（MC Jin）昨日在中環
出席機場快線二十周年
活動，台上MC Jin即
場Rap歌。說到機鐵20
年，MC Jin感慨自己
16歲開始定下「Rap」
歌之路，今年也剛好行
了20年。近日MC Jin
首次和兒子在內地拍親
子節目《童話俠》，
MC Jin坦言今次薪金
可觀，但更重要是可以
同仔仔有一個很好的回
憶。
另外，MC Jin 前晚

出席活動以歌聲為同學

打氣，並叫同學們不要
給自己太大壓力，雖然
擔心及憂慮必定有，但
盡了力就放鬆一些。他
認為就算這一刻成績好
也不等於往後的路會容
易行， 相反成績不好
也不等於之後的路難
行。他表示當年沒有升
讀大學， 但也沒有後
悔，因路是自己選擇
的。問到他可有為兒子
將來打算？MC Jin 兒
子已六歲，在美國升讀
一年班，當然也有去
想，他說：「你問我呢
刻有冇諗過個仔日後讀
碩士，但我唔會鼓勵用

呢一套，我反而着重做
人態度，呢個同讀唔讀
書冇關係，出嚟冇禮貌
都係冇用。」他又透露
兒子現在玩遊戲機非常
厲害，問到會否培育兒
子成為電競好手？MC
Jin 坦言不會反對：
「如果小朋友真係想在
這方面發展，重點是他
有沒有呢個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 韓流天王Rain之前拍完JTBC新劇
《Sketch》後，現時處於休息狀態，專心湊女。不過
粉絲都唔使擔心Rain唔開工，事關佢已落實喺下月
18號在亞博館舉行「Just For You Asia Fan Meet-
ing」，除了香港站外，亦會到台灣及泰國兩地見粉
絲。而Rain更落實本月23號親自來港見港迷，到時
佢會在鑽石山為今次粉絲見面會舉行記者會，為見面
會造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
馮盈盈、麥明詩、MC Jin 、關楚
耀、王灝兒（JW)、吳浩康、林奕
匡及ToNick等前晚出席Big Big
Channel 《apm 放榜前的一個晚
上》直播活動，鼓勵應屆DSE 考
生面對放榜壓力。
十優港姐麥明詩寄語同學：

「一次考試唔代表咩，最緊要係
一生無窮努力，要有開心人生，
考試成績同將來成就未必會成正
比。」 提到她之前在網上直播
時被指不小心走光，之後她
激動地發文為自己辯護。她
否認有激動辯護：「我只
想講出自己想講嘅事，自
己唔係唔小心，但睇咗好
多次直播片段，覺得
當時畫質唔太清楚同
唔清晰，（之後做
網上直播會穿得密
實？）呢次的確都
提醒咗我。」問
到她平日在家中

是否也穿得性感？她笑
言要看跟誰在一起，跟
親密的人一起會穿得較
為性感。她又強調當日
也有做打底，大家不要去
考究了，下次她做直播前
會先調好鏡頭。
至於馮盈盈的港大師妹

Jacqueline未能晉級港姐第
二輪面試，盈盈澄清跟對方
是facebook朋友，是認識的，
如對方真的落選也會傳短訊安
慰。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記者 鍾楚貽鍾楚貽））英皇電影英皇電影《《邪不壓正邪不壓正》》被公認為今個夏天內地影壇最受期待的被公認為今個夏天內地影壇最受期待的

矚目巨製矚目巨製，，終在前晚正式揭開終在前晚正式揭開。。導演兼主角姜文率彭于晏導演兼主角姜文率彭于晏、、廖凡廖凡、、周韻周韻、、許晴許晴、、澤田謙也澤田謙也、、安安

地及幕後主創地及幕後主創「「全家全家」」登場登場。。賈樟柯賈樟柯、、王學圻王學圻、、洪金寶洪金寶、、張一白張一白、、黃渤黃渤、、夏雨夏雨、、袁泉袁泉、、寧浩寧浩、、

林依輪等星級好友齊來先睹為快林依輪等星級好友齊來先睹為快。。觀影後好評如潮觀影後好評如潮──「「近十年最驚艷的電影近十年最驚艷的電影！」！」影片中屋頂裸影片中屋頂裸

奔畫面唯美奔畫面唯美，，只因是只因是「「國民老公國民老公」」彭于晏彭于晏，，放言姜文導演下次記得要拍正面放言姜文導演下次記得要拍正面！！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胡楓（修
哥)、陳庭欣（Toby）、 沈卓盈、黃子恆昨
日出席「野生救援·無綫電視合作簽訂備忘
錄儀式」活動，宣揚野生動物保育問題，
現場播放擔任大使的修哥所拍攝的公益短
片，呼籲大眾停止食用魚翅。
說到《四個小生去旅行》中的謝賢（四
哥） 早前自爆掌摑曾江一事純屬宣傳伎
倆，當日在場的修哥笑笑說：「佢話係咪
係囉，你們又將舊文摷出來講，（四哥提
起先，你話佢？)話佢使擇日子？」
至於四哥有否撒謊？修哥沒正面回答。
談到四哥指他當時飛甩眼鏡是專登做戲整下
來，修哥笑說：「副眼鏡仲響度，當然好
戲，好戲過佢。（覺得四哥玩大咗？）點知
佢，佢講我又聽唔到。」 會否提議再拍
《四個小生去旅行 》？「這是公司高層的
事，唔關我事。」自然甩拖的四哥大歎孤

寂，每晚獨自一人進餐，修哥抵死說 ：
「你話佢聽，慢慢會習慣。」

陳庭欣讚男友思想成熟
同場的陳庭欣被問到與男友楊振源的感

情進展？她表示：「 過着正常生活 ，大
家不定時約見，根據過去拍拖經驗，剛開
始時是最甜蜜，最重要每日保持下去。」
問到男友接受她密麻麻的工作嗎？陳庭欣乘
機大讚男友：「佢思想成熟很支持我，但他
非圈中人，盡量也不想牽他入娛樂版，或者
登上旅遊版都好，哈哈。」蜜運中的她自覺
太工作狂 ，希望為男友有所改變，唯《東
張西望》太多主持人有喜事 ，未輪到她放
假 ，不過其父母在秋天時踏入六十歲，
她希望請到假陪雙親外遊慶祝，她承認男
友已見過家長，笑言他們沒特別意見就當
沒問題。

修哥叫四哥慢慢習慣孤寂

陳倩揚誕下8磅千金

Rain月尾來港會粉絲

MC Jin孖囝囝拍親子騷

周杰倫昆凌現實版簡單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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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靖歐陽靖

■周杰倫與昆凌在街道上騎單車，兩個人心情
輕鬆。 網上截圖

■陳倩揚
喜 得 千
金，與丈
夫其樂融
融。

■■彭于晏彭于晏

■■英皇電影英皇電影《《邪不壓正邪不壓正》》主主
演演姜文姜文、、彭于晏彭于晏、、廖凡在北廖凡在北
京首映禮現場與觀眾互動京首映禮現場與觀眾互動。。 ■■導演兼主演姜文導演兼主演姜文、、副導演鄭士龍副導演鄭士龍、、周韻在台上互動周韻在台上互動，，三人有說有笑三人有說有笑。。

■北京長城腳下、古北水鎮舉行《邪不壓正》首映禮。

■麥明詩

■■胡楓胡楓（（修哥修哥))、、陳庭欣陳庭欣（（TobyToby）、）、 沈卓盈沈卓盈、、
黃子恆昨日出席黃子恆昨日出席「「野生救援野生救援··無綫電視合作簽訂無綫電視合作簽訂
備忘錄儀式備忘錄儀式」」活動活動，，宣揚野生動物保育問題宣揚野生動物保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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