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5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植毅儀 ■版面設計：黃力敬

2018年10月11日（星期四）
2018年
2018
年 10
10月
月 11
11日
日（星期四）
2018年10月11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由導演林超賢執導的英皇電影《紅海行動》，將代表香港出戰美國奧斯卡「最佳
外語片」。日前，中國電影資料館舉辦林超賢特別展映。放映了導演早期兩部代表作品《野獸刑警》和《江湖
告急》。此次難得的展映吸引了超過 1000 名影迷，林超賢更親臨北京現場進行交流，暢談自己的 30 年電影之
路，也首次透露了新作《緊急救援》的籌備消息，預告這次影片中的特技量，很多海上的場景，都是我們第一
次經歷，效果將比《紅海行動》翻幾倍。當日曾拍《紅海行動》的王雨甜，監製梁鳳英及王彥霖也有現身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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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而王彥霖嚟緊也將加入《緊急救援》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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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野獸刑警》和《江湖告急》兩部電影的創作背
景和經過，林超賢坦言：「這兩部電影拍攝的時候
是香港電影最不景氣的階段，尤其是《江湖告急》，當
時全香港只有兩個片在拍，其中一部就是《江湖告
急》。《野獸刑警》因為盜版的原因，電影公司不得不
把55元至60元票價一張的影片降到25元一張。後來
又開始金融風暴，可以說當時是雪上加霜。」

一度想放棄當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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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林超賢談及自己電影之路，調侃道：
「我趕上了香港電影最好的時候和最不好的時
候，新藝城起步，加入電影圈是香港電影最
繁榮的時期。等到我從工作人員可以做到副
導演、導演的時候，卻趕上了盜版猖獗和金
融危機階段，我一度想放棄當導演。到《證
人》開始，才開始明白什麼樣的電影是我自
己最有感觸的，其後的幾部影片受大家的喜
愛令我很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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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紅海行動》翻幾倍。這次影片中的特技量，很多海
上的場景等等都是我們第一次經歷，我希望可以做到我
們中國電影另外一個大家從來沒有見過的題材。預計會
在明年5月拍完，然後進行8個月的後期製作。都是新
的開始，希望可以成功。」
對於將要第四次合作的老搭檔彭于晏，導演也給出
了超高評價：「彭于晏非常拚命和敬業，還有張家
輝，他們都是自制力超強，不斷挑戰自己極限的
演員，我希望這次給大家呈現一個不一樣的彭
于晏。」而現場觀眾對於什麼時候彭于晏可
以得一個影帝的提問，林超賢導演也笑
言：「影帝是需要時間的，但我相信
他會的，很有機會。」

料彭于晏有機成影帝
現場，林超賢也對新片作出了介紹：「11月
會開拍了，已經籌備了非常長的時間，《緊
急救援》將是一次新的突破，新的挑
■對於將要第
四次合作的老
戰，我可以肯定地和各位說，
搭檔彭于晏
（右），林超
賢
給
出超高評價。
呈現的效果將

薛凱琪奉旨親近兩大男神

■啟動儀式上
展示的傳統藝
術華陰老腔。
記者李陽波 攝

三代音樂人堅守音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
植）由薛凱琪、張智霖、王
陽明主演、以警匪懸疑為題
材的超級網劇《蝕日風
暴》，正於「黃Viu煲劇平
台」熱播，最令人引頸以
待的，莫過於戲中，薛凱琪
跟兩大型男張智霖、王陽明
糾纏不清的三角關係。
提到兩大男神給予薛凱
琪什麼感覺？Fiona 坦言

合作之前，以為王陽明好
cool，但現實中的王陽明
卻非常溫柔、友善，「王
陽明好細路仔，又非常
friendly，所以我跟他火速
成為好友，我覺得他的樣
貌與真實年齡有反差。」
至於張智霖，薛凱琪指跟
對方合作前，一直覺得對
方很聰明，合作過後，原
來張智霖比她想像中更聰

電影《長安假日》西安啟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作為第五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重點推介影
片，電影《長安假日》昨日在西安舉行啟動新
聞發佈會。影片出品方表示，該片以一段老中
少三代音樂人突破年齡和現實，堅持和守護音
樂的勵志故事為主，既有《羅馬假日》般的文
藝浪漫，也有秦腔、古風加搖滾的創新，是繼
《白鹿原》之後陝西又一部精品院線電影作
品。《長安假日》前後籌備歷時三年，經過對

題材、類型、劇本精心選擇和打磨，最終確定
了輕喜劇青春歌舞片的類型方向。電影講述了
城中村叛逆少年文飛和自小在美國長大的西
安女孩李淼淼，因一場音樂比賽相識，他們
一位鍾愛搖滾音樂，一位沉迷古老戲曲藝
術，有着共同音樂上的追求。最終在築夢過
程中，兩人與西安90年代的搖滾老炮兒和傳
承千年的秦腔老藝人，共同譜寫了一曲關於
愛與成長的旋律，從而帶出了老中少三代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
文釗）蘇麗珊、邵仲衡、朱
鑑然、吳肇軒昨日到電台宣
傳新片《逆向誘拐》，戲中
扮演高材生的蘇麗珊，聰明
中帶點古惑。
昨日見蘇麗珊面帶浮腫，
她當初以為是牙痛去看醫
生，結果發現原來是三叉神
經痛，她說：「每朝四點和
九點都會好準時痛醒，暫時
只有吃止痛藥或敷冰止痛，
之後會再看專科。」
邵仲衡稱新片是較少見的
推理懸疑片，拍攝前他也看
了原著小說做功課，稍後電
影舉行特別場時，電影公司
也安排他接待嘉賓，他笑
道：「我就未看電影最後成
品，所以未知效果如何，如
果不好我都幾面懵，不過電
影公司話看過 OK，我都會
有信心。」 吳肇軒就表示
因與邵仲衡住得相近，所以
開工、收工時都常有順風車
坐，雖然要與前輩「大佬
孝」做對手戲，但吳肇軒大
讚對方平易近人，對後輩不
會擺架子，令他演戲時也不
會有怯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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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
文釗）麥美恩昨日替合作
年多的財富管理中心擔任
開幕嘉賓，她表示從公司
學到投資知識，除努力
工作外，會留意金融
市場，慶幸入手投資
基金後，暫未有蝕錢
損手情況出現。
麥美恩分享自己
投資之道以長遠為
目標，希望今年能
在加國溫哥華置業
讓父母享受生活，她
說：「其實溫哥華樓
價跟香港差不多，一
房 單 位 都 要 約 500
萬港元。」麥美恩
高興見香港樓市
似有回落，因近
期有不少業主都
劈價求售，可以
讓想買樓的年
輕人有「上
車」機會，身
邊同事也勸她
不要只顧工作賺
錢，要懂得去投資。
至於麥美恩本身也心大心細
想在港買樓，但最後要跟
家人商量，如決定在港
置業，相信父母也不介意
來港居住支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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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斌爆趙麗穎
要
「邁入人生新階段」

麥美恩望年內加國置業表孝心

吳肇軒常坐邵仲衡順風車

樂人堅守音樂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此次
電影啟動發佈會內容新穎，將搖滾和老腔巧
妙地結合起來。引燃全場的時光樂隊、技驚
四座的「老腔」表演，充分地將現代搖滾音
樂與老腔藝術碰撞在一起。不僅讓大家感受
到千年古都的文化和歷史氣息，還將西安現
代與傳統交織的一面展現出來，使人不得不
感歎西安的城市魅力和人文情懷，也讓觀眾
更加期待電影的最終呈現。

明，她說：「Chilam跟他
老婆袁詠儀同樣轉數好
快，跟他拍戲很高興，因
為大家很快有結論場戲應
該點做、點樣令效果更加
好。而且認識他之後，發
現他原來好搞笑，記得有
次跟他同他老婆一齊玩啤
牌，我同 Chilam 講『你
同靚靚真係贏好多』他一
秒之內即答，『梗係啦，
我哋兩個係夫妻肺片』
Chilam就是這麼搞笑，經
常諗到古靈精怪的說
話。」
跟兩大型男朝夕相對，如
果現實中要薛凱琪在張智
霖、王陽明兩大型男之間，
她會選擇邊個？薛凱琪想了
一想，表示一位是智慧型，
一位是暖男型，不過兩人都
不是她杯「茶」，「哈哈！
因為現實中的我，絕不會揀
選有婦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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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 內地女星趙麗穎
自今年七月中宣佈暫時停工休息，即時傳出與
男朋友馮紹峰好事近，仲話兩人雙喜臨門，有
傳趙麗穎有咗 BB。到上月 30 日，趙麗穎才出關
在南京出席活動，穿上鬆身粉紅色衫的她更玩
投籃射波。
昨日趙麗穎在微博表示，唔再同經理人黃斌
合作，仲好多謝呢兩年佢一直的照顧同埋付
出，祝福對方發展順利，趙麗穎說：「感
謝一哥黃斌這兩年來做出的巨大貢獻及
由一哥黃斌帶領的團隊的辛苦付出！
感恩！未來我們將各自重新啟航～願
斌爸爸事業更加輝煌！ 我們各自珍
重！」
而黃斌亦留言指會記得同趙麗
穎打拚事業的日子，又祝福佢進
入人生新階段：「祝福穎寶邁入
人生新階段。從這個新開始之
後，我們也彼此回歸
各自人生。我
會銘記這些美
好時日。謝謝
一路並肩的團
■趙麗穎於
隊小伙伴這兩
微博宣佈不
年多的努力，
再跟經理人
可以放個假了，
黃斌合作。
對了，放假前，
也要高質完成遺
留的工作。」

■趙麗穎上
月 30 日 曾
出席公開活
動。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