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黎明將於10月27日
重臨澳門威尼斯人金光綜藝館，帶來
其《Leon Metro Live》演唱會。門
票由即日起公開發售。
是次演唱會上，黎明將配上全新編

排的歌曲及舞
蹈，以都會式
的影像歌劇演
繹首首耳熟能
詳的歌曲，亦
運用最新的視
聽設備及多面
舞台設計，不
論視覺、聽覺
或是觸覺上均
帶給觀眾耳目
一新的感覺。

黎明下月澳門開唱

香港文匯報訊韓團Block B隊長Zico近日
被傳11月約滿所屬社後不續約，將會獨立
發展，據知情人士稱，縱然有其他人透露想
跟他合作，但Zico似乎更想獨立製作音樂。
而昨日Zico宣佈其亞洲「King of the Zun-
gle」巡迴演唱會各站詳情，他將會首先到
曼谷，然後11月18日再到香港假九展開騷
與粉絲見面。購
買 香 港 場
$1,580 VIP門票
的觀眾，將可出
席演唱會結束後
的擊掌會；而購
買 $1,280 門票
的觀眾，將可獲
得簽名海報。

傳離隊solo
Zico 11月單拖開港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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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香港有不少人是
喵星人的守護者，也有
不少貓貓Café，而10月
18 日 上 映 的 《 貓 之

Café 》，也講述「Mocha」店主
和不同顧客都有着各自的人生
煩惱及難題，他們以貓之
Café為聚腳及解憂之地。
電影由日本導演沖田光
執導，《LoveLive!》知名
聲優久保由利香首次演
出真人電影，帶領秋葉
原貓之Café的一眾喵
星人萌爆大銀幕，成
為秋葉原映畫祭
2018的上映作
品。
電影分為

4個段落，講
述店主和不同

顧客都有着各自的
人生煩惱及難題，
他們以貓之Café為聚
腳及解憂之地。由櫻
木櫻（久保由利香

飾）悉心打理的Café每天都在秋葉
原這鬧市營業，不同品種和性格的
貓咪們在店裡每一個角落迎接客
人，來自各路的客人懷着不同煩惱
到來，尋求解憂的辦法，在貓咪的
安慰中得到心靈治癒。而一向笑臉
迎人的店長櫻木櫻有一段不堪回顧
的往事，令她內心十分痛苦，這是
無人能知曉的心事。充滿煩惱的都
市人，每天在Café進進出出，充滿
靈性的喵星人能否解救各人的心
靈？
久保由利香是日本知名的多元藝

人，而最為人熟悉的作品就是於動
畫《LoveLive!》中聲演小泉花陽，
人氣亦因此急速高漲。《貓之
Café 》為久保由利香首次出演的真
人版電影，她亦為此感到十分興
奮。雖然她在拍攝前幾乎沒有接觸
過貓貓，但經過店員的指導下，她
已能和牠們好好相處，更認為小貓
們十分可愛。而另一女星小倉優香
於片中飾演沙世，需要照顧患上失
智症的母親。而且她的角色情緒起
伏很大，一時憤怒一時難過，確實
是她畢業後的一個大挑戰！

萌爆秋葉原之貓Café
治癒系貓咪為你解憂

名威影業現送出
《貓之Caf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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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註明「《貓之 Caf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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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容祖兒睽違6年，將於10月19
日推出國語專輯《答案之書》，出道19年已成
為樂壇天后的她，為了這張最新國語專輯全力
以赴，特別反行其道，拿掉過多的妝容、換上
素色的衣物，實行用減法回歸音樂的初心，在
攝影大師邵亭魁的掌鏡下，大膽採用黑白模式
拍攝專輯封套，在全然純淨的背景前入鏡，更
彰顯祖兒銳意讓自己歸零，把心境帶回到初出
茅廬的1999年，過程中祖兒謂忍不住想對當年
剛出道的祖兒說：「謝謝你，一直這麼堅持與
努力；我真的很想念當時不顧一切往前衝的傻
勁。」而新專輯籌備長達兩年，終於快要面
世，她亦感性地說：「這是一張探索內在，與
自己對話的專輯，希望大家聽了都能靜下來，
對自己說，『現在的你，好嗎？』」
祖兒這張專輯集結國語樂壇金曲黃金陣容打

造，而實驗性的概念不但花費長達兩年籌備製
作，更讓凡事求新求變的容祖兒，在製作過程
不斷檢視自我，真實與自己對話。祖兒強調
《答案之書》就像是齣音樂劇，但拆開來都是
獨立的短片，走過19年成長路的她，在這張新
專輯不再刻意強調「厲害」，更重視「陪伴」
的功能，「我希望將粉絲長年給予的能量和感
動，透過這次的音樂回饋、傳遞給大家，感謝

你們不離不棄的支持，這就是答案。」

飛台灣20次
在拍攝主視覺時，祖兒讓自己進到幾近素顏
的「歸零」的狀態，才開始進行平面拍照。祖
兒笑說：「再戰國語樂壇拚了！這麼大膽的嘗
試！」本來有點擔心自己是否撐得住的疑
慮，但當看到大師邵亭魁把她拍得純淨天
然，每張好似在說故事的照片而煙消雲
散，祖兒說：「這些照片加起來好像在連
環說故事，好喜歡！」其中一張便坐在木
椅上，大騷長直美腿效果養眼，玩到後
面，她甚至轉頭讓攝影師捕捉後腦勺和背
影，盡顯文青風，祖兒笑看自己俏皮說：
「哇！90後耶！」除了非常滿意成果，亦
開心自己的努力沒白費：「好有感覺！好
像真的看到一個沒見過的我！」
祖兒為了這張新專輯親自飛台灣不下20

趟，她笑指這張專輯相當台灣，從A&R、
收歌、製作、錄音、造型、封面、MV、企
劃、宣傳每個環節都由全台灣Team的幕後
人員主導和執行。她也開心這次的轉變和反
饋，藉由與台灣同仁的開會和共事，得到很多
不同的想法，感覺新鮮！

素顏上陣拍國語專輯
祖兒好滿意黑白照效果

香港文匯報訊資深
藝人羅蘭和電台節目
主持車淑梅日前有份
獲嶺南大學頒授榮譽
院士銜，以表揚其專
業領域的卓越成就及
造福社會的重要貢
獻。淑梅姐與丈夫張
文新正身處克羅地亞
參與慈善步行，淑梅
姐越洋回覆香港文匯
報表示：「這是朋友傳
給我的信息，我正在克
羅地亞進行慈善步行，
我實在非常榮幸亦慚愧
得到這個榮譽，這是
嶺南大學給我的錯愛，
亦是一種鼓勵。」

羅
蘭
車
淑
梅
獲
頒
榮
譽
院
士
銜

印
花

傳千萬酬勞接拍親子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由朱茵、張繼聰、張彥博

等人合演的驚慄片《古宅》於前

晚舉行首映禮，老闆黃百鳴、朱

茵和老公黃貫中均有到場支持。

有傳朱茵一家三口以一千萬酬勞

接拍的內地綜藝節目《想想辦法

吧爸爸》被指延播，朱茵表示

不清楚播出日期，亦沒着重

酬金數字，最重要透過這次

讓嫌棄爸爸的囡囡黃鶯改

觀，覺得爸爸很偉大。

而張繼聰就表明不會

帶兒子來看新片，

免 得 兒 子 「 射

波」說看完睡不

着，不去返學！

電影《古宅》以一間百年歷史大宅做主景，由
朱茵扮演小演員陳柏霖和張繼聰的母親。朱

茵表示拍攝期間不時感覺到陣陣寒風，冬暖夏
涼，渾身不自在，故此不敢隨便亂望和打瞌睡，
基於自己信仰不會拜神，但某些情況下會收利
是。問她是否不會帶女兒來看驚慄片，她笑說：
「女兒見到我有戲飛便問她有無份，我說她是小
朋友沒份看，她再繼續不停發問，如果她知道
我做別人的媽媽會好大打擊，平時抱人家
的BB都不行，見到我在綜藝節目好似
畀人蝦都會喊，所以我更加不能胡來
影響她的弱小心靈。（豈非不會追多
個小朋友？）這個靠天意，看緣分，
計劃不來。」
提到他們一家三口拍攝內地綜藝節

目《想想辦法吧爸爸》是否要延播？朱茵表示：
「不清楚何時播出，自己都好期待，好想睇老公
點樣湊女，應該好有趣。（傳一千萬酬勞？）要
問回公司，自己的立場覺得是很難得一家人的紀
念，無論幾多錢，紀念才是最重要，拍之前個女
同爸爸關係未咁好，阿女會嫌棄爸爸踢開他，但
拍完之後見到爸爸偉大強大的一面，能夠有成隊
攝影拍攝女兒成長過程，可以帶給我們重要回
憶。（有傳延播原因是不想節目消費小朋友？）
我只可說期待去睇，其他便不是由我來答。」
張繼聰首次跟朱茵合作，更視對方是「女

神」，他謂：「我這一代沒有人不喜歡她，我們

是演藝學院師姐弟，我入讀時她已很紅，拍攝時
我的粉絲行為出了來，在她面前談其作品，我很
喜歡她第一套劇《都市的童話》，令我好多幻想
空間。」

張繼聰兒好識「射波」
問到拍攝期間，老婆謝安琪有探班嗎？他稱：
「沒有，因在荒山野嶺拍攝都會驚，這部戲除了
有驚成分，還會講述母子情，並帶出子欲養而親
不在的訊息。（會帶兒子來看？）未必會，前半
段戲都幾驚，同埋我個仔好醒目，他會同爺爺講
話你個仔帶我睇驚慄片搞到我睡不着，他就可以
攞正牌話唔返學，他好識『射波』。」
電影《L風暴》出品人黃百鳴說到該片在內地
票房已逾四億，成績超卓，他已準備開拍第四
集，繼續由古天樂孭飛，覺得古仔代表了香港的
廉政精神。
說到《紅海行動》一片代表香港角逐奧斯卡

「最佳外語片」，他表示也是看報道得知，代表
性問題便見仁見智，自己是香港電影製作發行協
會理事長，無份投票，所以不給意見，不過香港
有套代表作參加都是好事。

■祖兒大騷長直美腿。

■■睽違睽違66年年，，
容祖兒再推出容祖兒再推出
國語專輯國語專輯。。

■專輯封套大膽採用黑
白模式拍攝。

■■知名聲優久保由利香知名聲優久保由利香
首次演出真人電影首次演出真人電影。。

■■不同顧客以貓之不同顧客以貓之
CafCaféé為解憂之地為解憂之地。。

■■車淑梅與丈夫張車淑梅與丈夫張
文新文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黎明黎明■■ZicoZico 1111月將來港開月將來港開
巡演巡演。。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對於對於《《紅海行動紅海行動》》代表代表
香港角逐奧斯卡香港角逐奧斯卡，，黃百鳴黃百鳴
稱無份投票不給意見稱無份投票不給意見。。

■■朱茵獲老公黃貫中到場支持朱茵獲老公黃貫中到場支持。。 ■■驚慄片驚慄片《《古宅古宅》》前晚舉行首映禮前晚舉行首映禮。。 ■■朱茵飾演小演員陳柏朱茵飾演小演員陳柏
霖和張繼聰的母親霖和張繼聰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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