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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
道）前晚，電影《狄仁傑之四大天王》在
廣州中山紀念堂舉行千人首映禮，導演徐
克攜演員馬思純以及編劇張家魯一同出
席。見面會上，對於這個角色，馬思純大
呼「受騙」，原以為只需要與劇中的林更
新談談戀愛，調調情，卻沒想到全程打
鬥，竟然還被虐到暈倒。隨即，馬思純也
自爆，和趙又廷、林更新、馮紹峰、阮經
天合作幸運享受到「團寵」的待遇。徐克
則在回答影迷問題時，就和周星馳此前的
合作感受回應說，上一次的合作了解了他
的生活、講話習慣，對他有了更多了解，
所以很珍惜那次擔任監製的合作機會。
影片中，馬思純飾演的水月造型帥氣，

額頭染銀、眉毛鑲釘，「古代朋克少女」
的妝容也成為影迷的熱話。是日現場，馬
思純粉絲們復刻同款妝容為新片上映添

勢，馬思純也主動為她們增貼眉釘，齊齊
體驗「古代朋克少女」的妝容魅力。

談到林更新與馬思純挑起劇中的愛情
線，馬思純被問及與林更新拍對手戲感受
時，她透露，原本以為是有一條特別浪漫
的感情線，但是並沒有，不過感動尚在。
是日，她也一改「損友」形象，趁林更新
不在現場開啟花式誇讚模式：「他是男演
員中最接地氣、最單純、最可愛、最樸實
的一位，跟他合作非常愉快。」

徐克欲拍《狄仁傑》續集
據悉，與林更新、馮紹峰、趙又廷、阮

經天拍戲期間組了一個「D-Five 天
團」，面對戲中的四大男神，誰能C位出
道的提問時，馬思純坦言，C位出道的
話，按常理來說應該是狄仁傑趙又廷莫
屬，可另外三位也都有C位的潛質。不過

幸運的是，她成了團寵。
值得一提的是，是日現場，一口標準普

通話的海外粉絲現場表白徐克的《狄仁
傑》電影系列，現場提問是否有拍續集的
打算。徐克大方透露，表示正在考慮。而
張家魯則爆料說，不但會有下一部，還會
有下十部。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梁敏義）
親子節目《童話俠》前日在北京舉行發
佈會，黃奕母女、歐陽靖（MC Jin）
父子、奧運冠軍何沖父女、歌手林京燁
父女亮相。據悉，8月4日起，《童話
俠》將在樂視視頻播出。
發佈會現場，MC Jin臉上掛着「爸

爸式的溫暖笑容」，「酷酷歌手」秒變
暖心奶爸。當被問及當了爸爸以後的心
態變化時，MC Jin說：「就像有了鎧

甲，也有了軟肋，心裡的柔軟被喚
醒」。
此次發佈會距離《童話俠》第一期

拍攝結束已有一個月時間，幾位寶貝再
次見到惜別多日的小夥伴，興奮不已。
黃奕的女兒鐺鐺（黃芊玲）出場後就引
起了媒體的「搶拍」，而鐺鐺的公主裝
扮也十分可愛；MC Jin的兒子Chance
（歐陽健）裝扮酷帥，一出場就搶了爸
爸的風頭；何沖的女兒奶球（何雨宸）
則一直「黐」在爸爸身旁；林京燁的女
兒妮妮（林歆桐）與爸爸牽手出場後，
開心地擺起了甫士。
《童話俠》聚焦「親子話題」，
「陪孩子一起冒險」、共同成長，是四
位明星家長共同的期望，節目中，他們
也碰撞出不同的育兒理念。在談起首次
參加親子真人騷的感受時，MC Jin表
示：「想要通過這節目，讓孩子了解到
什麼是冒險精神，在他以後的生活中遇
到困難時，會勇於冒險，勇於探索，這
會是很珍貴的記憶。」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梁敏義）因為參
加內地真人選秀節目，憑強勁唱功而人氣急升
的許靖韻（Angela），日前受邀到成都出席品
牌活動。活動當日，穿上白tee襯黑色短褲的
Angela，大晒白滑長腿，十分養眼。
今次行程Angela 還帶了「見面禮」給粉

絲，現場演唱完整《K歌之王》。其實因為
Angela在選秀節目總決賽中演唱了陳奕迅的
《K歌之王》，吸引逾千萬人次觀看，更被評
為「全場最佳之一」歌手，所以在成都活動當
日，Angela再唱返這首參賽歌曲時，全場立即
high爆。除此之外，粉絲們的應援物亦都好有
心思，繼送大葱、錦旗給Angela後，今次就
玩字畫，還用「許靖韻」三個字來題字作詩，
就連Angela也忍不住擺上去自己的IG story。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梁敏義）過去幾
年，林德信（Alex）忙於劇集、電影、舞台劇
等演出，但歌手出身的他從來沒有忘記音樂
夢，今年，他推出了第一首個人創作的國語作
品，獲得不少好評，當中亦包括爸爸林子祥。
近日，Alex接受奇妙電視《同Sing同戲》訪
問，分享音樂近況及創作靈感，更即場自彈自
唱，演繹他的最新作品。
Alex推出最新音樂作品《愛的理由》，相隔

4年再次推出新歌，他表示作品早於2014年已
完成，但之前一直忙於拍劇集、拍電影、演出
舞台劇等，一直沒有空餘時間推出新作，因此
自己對新歌亦是期待已久。新作品由Alex自
己擔任作曲、編曲及監製，他笑言十分享受
「一腳踢」：「我唔鍾意聽人點我做！相比以
前嘅作品，以前嘅參與度係15%，今次嘅參與
度係80%。」提到爸爸林子祥對新作品讚口不
絕，他亦表示驚喜：「他唔係成日讚我，所以
好開心。他話鍾意我呢個方向，支持我繼續做
呢類型嘅歌。」
問到Alex未來將如何分配演藝及音樂發

展，他笑言會以演戲為先，但同時亦不會放棄
音樂夢：「拍戲同一班人一齊合作，對我嚟講
係表演，係滿足別人，但做音樂係為咗滿足自
己嘅夢想。」他續說已為自己訂立目標，希望
能完成5首一手包辦的作品：「現在已經完成
咗 3首歌曲，仲差兩首，我心情都非常期
待。」

中新社電第43屆多倫多國際電
影節當地時間7月24日公佈首批
參加展映的片單。中國知名導演
張藝謀和姜文兩部新作名列其
中。
兩位中國導演的新片均將出現
在本屆電影節的「全景」單元
中。張藝謀的《影》將在多倫多
迎來該片的北美首映。而對姜文
的《邪不壓正》而言，這將是其
國際首映。入列這一單元的還有
美國流行樂歌星Lady Gaga出演
的《一個明星的誕生》等其他15
部影片。
另外，荷里活影星茱莉亞羅拔
絲（Julia Roberts）主演的《本，
回來了》、韓國導演李滄東執導
的《燃燒》等30部影片被列入電
影節的「特別展映」單元。加拿
大導演Patricia Rozema的《代言
人》（Mouthpiece）和日本導演
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分別成
為「特別展映」單元的開、閉幕
電影。
在組委會揭曉的首批片單中，
有21部電影將迎來全球首映，還
有7部國際首映及8部北美首映作
品。本屆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將於
9月6日至16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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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男團NU'EST W宣佈將
於 9月 23 日假九展匯星舉行「NU'EST W
CONCERT 〈DOUBLE YOU〉 - EN-
CORE IN HONG KONG」。4位成員履行
去年在香港演唱會上許下的承諾，再度來港開
唱與粉絲見面。而NU'EST W最近推出新碟
《WHO, YOU》回歸樂壇，相信屆時港迷可
以現場欣賞他們演唱新歌。

林德信創作新歌
罕有獲父親讚賞

成都再唱《K歌之王》
許靖韻令粉絲high爆

NU'EST W
9月襲港開唱

跟「四大男神」合作 馬思純自爆成團寵

唐詩詠和久沒在港露面的高鈞賢
昨日出席「第18屆亞洲運動會

倒數25天」的腕錶活動。詩詠再被
問起關於「穎琳」婚禮是否已準備
出發，她有口難言說：「未呀，哎
唷！身為朋友仔會聽指引，要我即
刻飛咪即刻飛，本身每個月都有攞
假，8、9月分別攞了5日假，（12
號已攞假？）係啦，攞了5日，邊日
就唔講，其實是自己放假，不可以
講得太多他們的事，我真的不知
道，一直等通知，無問過任何嘢，
這刻他們需要好大空間，交給他們
處理，（你會否做『兄弟』？）唔知
件事係點樣，等他出聲，我們只會
乖乖聽話，（你隨時準備好？）由
他們拍拖開始，每日都準備好這件
事，大家好希望他們有這一天。」

送對手錶寓意天長地久
有傳Grace已懷有嘉穎的BB，詩

詠對於「雙喜臨門」一事表示不知
道：「唔夠膽問這些敏感問題，等
3個月後先問，（驚小器？）因我
不知道，不敢亂問，這世界只有他
們兩個先知，大家估下，（有人爆
料目睹Grace去睇婦產科！）要他
親口講先會信，不會信傳聞，（已
準備賀禮？）如果真的結婚，會送
他們一對手錶，寓意天長地久，愛
是永恒。」由於當事人的低調作

風，間接令身邊朋友不厭其煩代
答，詩詠笑說：「做朋友要兩肋插
刀，無論他們發生或決定任何事都
會支持，始終這是個人的事，會順
應他們的選擇，作為朋友這樣做是
最好。」當再追問她是否8月去峇
里和下了「禁口令」？詩詠笑笑口
道：「你都知我唔講得啦！」

高鈞賢轉戰京滬不放棄港
高鈞賢透露已有3年沒在港公開

露面，之前離開香港外闖是覺得30
歲是人生轉捩點，所以當時連電話
號碼都換掉。他近年主力在內地拍
劇，平均每年接兩部，收入比以前
有進步，最令他開心是可以選擇喜
歡的工作，坦言工作基地轉移到北
京和上海，但不想放棄香港市場，
因眼見近年香港演藝事業有不同發
展，他更與一位內地編劇共創了一
個以神探故事為主的劇本，希望可
以拍成電影。
他表示在港的食肆有繼續經

營，但沒有親自打理，希望集中
專注演藝事業，正如有位內地導
演教他「造型不如經驗，經驗不
如結果」，這句話套在他身上很
適合。說到感情問題，他直言與
圈外女朋友拍拖4年，感情穩定，
但暫時先搵錢，未有計劃結婚，
女友就經常到內地探班維繫。

首度父子檔參與真人騷
歐陽靖望囝囝勇於冒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鄭嘉穎和陳凱琳

（Grace）被指於8月12日在峇里舉行婚禮，但兩位當

事人極度低調未有親口證實，作為嘉穎好友的唐詩

詠連日來都被追問相關問題，她都繼續「封

口」避談，總之隨時候命聽指引出發，更

洩露12號當天已經攞假，說到一對

準新人奉子成婚，詩詠則未

敢向嘉穎過

問這些敏感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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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奕母女黃奕母女、、歐陽靖父子歐陽靖父子、、何何
衝父女衝父女、、林京燁父女亮相林京燁父女亮相。。

■■歐陽靖父子攜手冒險歐陽靖父子攜手冒險。。

■■歌手出身的林德信歌手出身的林德信((左左))，，
從沒忘記音樂夢從沒忘記音樂夢。。

■■《《狄仁傑之四大天王狄仁傑之四大天王》》在中在中
山紀念堂舉行影迷交流會山紀念堂舉行影迷交流會。。■■ 馬思純稱跟林更新合作馬思純稱跟林更新合作

非常愉快非常愉快。。 胡若璋胡若璋攝攝

■■許靖韻受邀到成許靖韻受邀到成
都出席品牌活動都出席品牌活動。。

■■對於對於「「穎琳穎琳
雙喜臨門雙喜臨門」」一一
事事，，唐詩詠表唐詩詠表
示不知道示不知道。。

■■高鈞賢已有高鈞賢已有33年沒年沒
在港公開露面在港公開露面。。

■■「「第第1818屆亞洲運動會倒數屆亞洲運動會倒數2525天天」」的腕錶活動昨舉行的腕錶活動昨舉行。。

■■「「鐵馬尋橋幫鐵馬尋橋幫」」對對「「穎琳穎琳」」婚事盡量避談婚事盡量避談。。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NU'EST WNU'EST 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