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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S校園喜劇《福秀回來了》（圖）將於本
月10日首播，該劇由俞承豪、趙寶兒、郭東
延演出之外，還有《PRODUCE 101》第2季
出身的柳善皓演出，讓劇迷期待。劇集描述為
了向毀掉自己的初戀以及朋友們報仇的「替身

男」，與初戀再次糾纏在一起，過着無法控制的人生故事。
在劇中，俞承豪飾演的「姜福秀」，因為被當成校園暴力者

而進入少年監獄，一直想向初戀及朋友們復仇。出獄後為了復
仇而過上「替身男」的生活，甚至可以代替結婚、救人，甚至
是被潑水，也都在所不惜。而趙寶兒飾演「宋秀貞」，她漂亮
又聰明，相當好勝，學生時代在全校成績永遠排第一名，卻每
次在教師聘用考試中都落選無法順利通過，最終以臨時老師回
到母校，並與初戀福秀重逢。
在公開的預告中，俞承豪向一位新娘伸出手，並對她說：

「對不起，我來晚了
吧？」（難道就是代
替「結婚」？）之後
轉換場景，看到俞承
豪和趙寶兒穿上校
服。俞承豪向趙寶兒
說：「班長…啊，不
是。宋秀貞，和我約
會吧！」兩人相視而
笑，畫面唯美令人心
動。 文︰莎莉

本季日劇出奇地和過往傳統不同，即在天氣
由涼漸轉冷的10月至12月裡（即秋季檔），
劇集收視會受惠於觀眾有較長留家時間而達至
全年最理想的數字。不過從實際結果所見，迄
今領跑的《Legal V》已徐徐跌至14.2%，若

非早前第2集曾締造逾18%佳績，15%平均收視這個現時頂尖
劇指標早已失守。而挾着三年前首季獲得上佳風評的《下町火
箭》（圖）第2季（J2逢周日晚播出），則無法青出於藍，如
今更下插到11.5%（第8集），頗為令人意外。
單論劇集本身，《下町》第2季繼承了首季的發展模式——
民營小公司在面對銀行和大企業的圍攻下，要憑赤子之心與毅
力突破事業缺口，打開新的局面。本來《下町》第2季可讓追
開的視迷繼續捧場，收視有一定有保證，奈何去年相同時段卻
出現另一齣甚為類似之作《陸王》，把《下町》本來的魅力都
掩蓋了。皆改編自池井戶潤小說的《陸王》和《下町》，兩劇
的舞台背景分別是足袋廠小鉤屋和生產精密機械的佃製作所，
同屬手握重要技術、要力抗虎視眈眈大企業的弱勢公司，要麼
克服高山低谷，要麼把如同救命稻草的專利/技術賣給大企業
（但結局必定悲慘）。在每集不停Loop着「見𥌓 光，遇挫
折，到絕境，有貴人」的情節，當然會看得人咬牙切齒，也熱
血無比。
如沒有《陸王》，編劇架構類似的《下町》當然能輕易打進

觀眾的心，只是《下町》的劇情推進手法本身沒進步，亦欠缺
《陸王》的激情——《陸王》本身是小鉤屋的「下剋上」戰
鬥，也是馬拉松選手茂木的Come Back。看企業戰爭很用腦，
不會一看即明，但體育競賽、尤其跑步則極容易提升收看者的

腎上腺素 ，只要加
快腳步超前對手，一
旦壓線就成功了，這
份激情是《下町》永
遠都無法企及。
也不消提役所廣司

壓勝阿部寬這個因
素。 文：藝能小子

曾經早年有段時
間，大家都愛看韓
劇，那些煽情到不行、催淚到流淚不止的劇情，贏盡萬
千劇迷的鍾愛。但當日子久了，大家看得麻木了，這類
題材的熱潮亦慢慢減退，記得《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
（圖）2009年的韓國原版，當年也有在香港上映，但上
映時就遇上這個退潮期，所以當時票房都不太理想。沒
想到事隔多年，由台灣導演林孝謙和編劇呂安弦重新改
編故事，票房卻大收旺場！
電影故事講述張哲凱和宋媛媛從高中就認識，雙方因

為從小失去父母而變得特別要好，宋媛媛還幫彼此取了
K和Cream的綽號。過了不久就同居在一起，但住在同
一個屋簷下十年的時間，卻未有任何親密行為，彼此停
留在比家人更像家人的關係上。其實韓版跟台版整體感
覺很似，甚至連講故事手法、鏡頭運用都很相近。但兩
者最大的不同，可能在於故事環境的氛圍上，韓版全片
沉浸在極度壓抑、悲傷的氣氛，但台灣版則添了不少歡
樂元素，為令結尾真相揭穿時的淚崩設計，前段刻意炮
製一些笑料，讓觀眾先來笑笑放輕鬆，尾段才來痛哭崩
潰一場。
這是一個極度「計算」的故事設計，試問在愛情片上

最催淚、煽情的橋段，全都在《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
裡出現。不管是患上絕症、犧牲自己成全對方、最愛的
人跟其他人結婚等，總之能讓你哭出來的都寫出來。
《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正是透過主角Cream與K的相
識、相互喜歡卻不敢把愛宣於口的悲傷故事，道出縱然
我們在愛情面前還是孩子，但若遇上了因緣才喜歡相愛
的人，我們應該善待對方、珍惜相處的時光，奮不顧身
愛對方，別在失去時才懂得珍惜。
影片說到最後，所想講的原來是愛情關係中，走到最

後的愛，就是成全。結局會這麼賺人熱淚，並不是因為K和
Cream將愛情昇華到極致，而是明明可以一起同甘共苦，一起
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卻因為雙方堅信「成全對方」是最好的
愛，讓對方獲得自己心中所謂的「幸福」便是幸福。《比悲傷
更悲傷的故事》絕對是2018年最催淚的電影，沒有之一，相
愛過、歡笑過、傷痛過、痛哭過，或許這就是導演送給觀眾，
讓我們反思愛情基本價值的寶貴一課。 文︰艾力

如果有一天，你發現自己中
了彩票贏了巨額獎金，卻發現
巨獎不翼而飛，你會打算如何
追回這筆巨款？執導《浪客劍
心》的導演大友啟史帶來新作
《億男》（圖），作品改編自
川村元氣的原作小說。電影於
本月中正式上映。
電影講述欠債打工仔一男
（佐藤健飾）突然中了3億日圓
頭獎，希望藉此與老婆萬佐子
（黑木華飾）和好如初。他聽
聞中獎者總有悲慘下場，於是
向富豪死黨九十九（高橋一生
飾）求教，但求可以化解暴富
帶來的厄運。九十九叫一男帶
齊所有獎金狂歡一晚，第二天
竟連人帶錢人間蒸發！為了追
回彩金，一男拜訪了九十九的
富翁拍檔，包括：種金教父
（藤原龍也飾）、賭徒企業家

（北村一輝飾）、隱形富婆
（澤尻英龍華飾），踏上驚險
奇妙的冒險旅程……
兩位人氣巨星佐藤健和高橋

一生首次合作，但兩人自言甚
有默契，也合作愉快，兩人擦
出意想不到的火花。其他演員
如北村一輝、澤尻英龍華、藤
原龍也等一眾實力派演員碰
頭，也帶來精彩演出。其中藤
原龍也更在戲中戴上長髮假
髮，全新的形象，必能帶給觀
眾驚喜。 文：VV

奧斯卡大熱電影《綠簿旅友》（Green
Book）將於明年1月上映。該片在早前的
美國國家影評學會（National Board of
Review）的評獎中勇奪最佳電影獎，電影
中飾演司機的維高摩天臣更勇奪影帝殊
榮。該片由真人真事改編而成。
在19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興起，但
黑人仍受到不公對待。然而，有一位藍領
白人司機和才華橫溢的黑人鋼琴家，卻發
展出一份跨越種族和階級的友誼。電影講
述在1962年，非裔鋼琴家雪萊（馬許沙
拉艾利飾）為了安全地巡迴演出，特別聘
請白人東尼（維高摩天臣飾）為司機。他
們從紐約出發，一路深入種族歧視嚴重的
南部，依賴的就只有專為黑人而設的安全

旅 遊 指 南
《綠簿》。
琴技超群的
雪萊在台上
獲盡掌聲，

回到台下卻是一次又一次受到歧視，甚至
生命威脅。知書識禮的他只懂處處忍讓，
相反東尼喜歡靠惡，兩人性格南轅北轍。
然而，這對非常旅友卻能在旅程中放下偏
見，守望相助，經歷一生人最難忘的笑與
淚。
而維高為了演好角色，他除了細看、細

聽東尼的錄影帶和錄音外，還到訪過東尼
以前的鄰里，與老人家傾談往事；更瘋狂
的是，他竟然馬拉松式煲劇，看畢每一季
的《人在江湖》（The Sopranos）。另
外，導演彼得法拉利表示，馬許沙拉艾利
與維高摩天臣的出神入化演技，賦予角色
不少幽默感，令電影變得活潑有趣，甚至
把電影層次提高。 文：VV

性別定位從來備受
爭議，東方人更少談
任何性別類型戀愛
（除了異性戀），而
電影《翠絲》近年便

狠抓了跨性別生命爭議作為題材。
《翠絲》故事講述佟大雄（姜皓

文），51歲，已婚，深夜接到年輕作
家邦（黃河）的倫敦來電，得悉好友
高正逝世。邦是高正的同性丈夫，要
把他的骨灰帶回香港。與此同時，大
雄又重遇擅演花旦的故人打鈴哥（袁
富華）。在無法預測的情況下，他終

於揭示了一個驚天秘密：他是個錯誤
地長着一副男性身軀的女人。他決定
要變性，妻子（惠英紅）堅拒接受、
兒子（吳肇軒）迷惘、女兒（余香
凝）則婚姻觸礁……變成翠絲後的大
雄如何自處？這樣故事只是表面的癲
瘋已夠刺激觀眾及從未接觸過這議題
的人類，更何況現實生活中的真實現
實？
要拍這個題材定必先要有參考故事，

要真相更要令演繹的姜皓文了解這一道
生態便是找來真人分享自己故事，而其
中一Pair跨性別情侶我之前也訪問過，

其實人真的有很多種類，雖然是小眾但
也是用「眾」來形容，即代表世上不只
一人的故事，所以想了解人與人的分別
更應看看這套電影。
電影中看得出姜皓文用心揣摩跨性

別的內心世界，他演譯翠絲頗有層
次，從壓抑的雙面人到向密友高正的
丈夫阿邦出櫃的一場戲，觀眾可以感

受到他的內心轉變，他的眼神和肢體
語言更有女性的媚態，直至打鈴哥猝
死，觸發他決定做回真正的自己。一
場與妻子的攤牌戲，姜皓文要非常勇
敢，才能擺脫傳統華人社會的枷鎖，
以及家庭的丈夫、父親角色，所以他
使盡氣力與惠英紅在地板扭作一團痛
哭。《翠絲》比《丹麥女孩》的分別
也可能有更多家庭壓力，他承受着華
人傳統家庭的枷鎖，那痛苦比做變性
手術更甚。所以人生苦多的是，但我
們應懂得享受苦中作樂。

文︰路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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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秀回來了》
俞承豪變做「替身男」

送《億男》電影贈券

由安樂影片有限公司送出《億男》電影贈券20張予香港《文
匯報》讀者，有興趣的讀者們請剪下《星光透視》印花，連同
貼上$2郵票兼註明「《億男》電影贈券」的回郵信封，寄往香
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3樓副刊部，便有機會得到戲飛兩
張。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綠簿旅友綠簿旅友》》
譜出動人友情之歌譜出動人友情之歌

星光透視 印花

送《綠簿旅友》電影優先場

由洲立影片發行（香港）有限公司送出《綠簿旅
友》電影優先場門票30張予香港《文匯報》讀者，有
興趣的讀者們請剪下《星光透視》印花，連同貼上$2
郵票兼註明「《綠簿旅友》電影優先場」的回郵信
封，寄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3樓副刊
部，便有機會得到戲飛兩張。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星星 影
閱溜

翠絲的真實 ■■姜皓文與惠英紅在片姜皓文與惠英紅在片
中飾演夫妻中飾演夫妻。。

本次展覽由中共廣州市委宣傳部、廣州市文學
藝術界聯合會共同主辦，展覽設置「經典回

顧」、「時代新姿」和「走向世界」三大板塊，系
統展示改革開放40年來廣州動漫藝術各個時期、各
個門類的作品，對廣州動漫藝術史進行梳理與呈
現，聚焦廣州動漫藝術史上的重要作品及事件。展
覽中僅是素材底稿就高達2,400多頁，給展覽提供
素材的動漫人士逾300位，當中包括了黃玉郎、馬
榮成、李志清等多位香港知名漫畫家。

改革開放令港動漫天地更廣闊
在廣州動漫發展進程中，香港曾經扮演着重要角
色。20世紀80年代開始，通過香港引進的香港原
創漫畫和日本動漫，對廣州動漫藝術產生了重要影
響。本次展覽展出了廣州、香港、澳門三地自改革
開放以來的動漫藝術史料，包括火遍大江南北的
《天子傳奇》、《風雲》，也有從廣州傳向全國的
李志清「金庸水墨漫畫」，立體展示了粵港澳三地

40年風雨攜手的難忘經歷。
說到香港漫畫對廣州的影響，就不得不提被譽為

「香港漫畫之父」的黃玉郎，他的代表作《龍虎
門》風行30多年，締造了香港長篇連載漫畫的歷史
紀錄，在內地也極受歡迎；他吸納日美漫畫藝術風
格，融合中國傳統連環畫形式，開創了香港漫畫新
紀元。
在本次展覽中，不僅展出了《天子傳奇》和《一

劍定神州》的手稿，還有《天子傳奇》香港版和內
地版的創刊號，這些刊物正是改革開放為香港藝術
家提供更廣闊天地的證明。

大灣區動漫聯委會促三地交流
除了展出改革開放以來粵港澳台等地區的經典作

品外，本次展覽還有「VR線上展廳」、「AR動漫
體驗」、「動作捕捉技術」、「漫畫家語音互動」
等嶄新展示形式，觀眾只需使用手機對着展出畫作
「掃一掃」，便能了解作品的前世今生。展覽還獲

得「快看漫畫」的技術支持，通過在線直播「動漫
家導賞」，向漫迷展示廣州動漫藝術的風采。
廣州動漫藝術發展離不開新生的動漫力量。開幕

式上，主辦方圍繞「大師能量，青年力量」這一主
題，梳理新時代以來在動漫領域有重大影響、深具
潛力的10位青年動漫家，舉行了「廣州青年動漫家
十強名單」榮譽頒發儀式，向林帝浣、朱斌、葉正
華、肥志、陳緣風、王會慧、胡楊、藍雯軒、蔣潔
玲、笑臉兔等動漫家予以榮譽鼓勵。
同時，由廣州市動漫藝術家協會和廣州市大灣區

文化交流促進中心共建的「粵港澳大灣區動漫聯委
會」也同期揭幕，廣州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朱小燚帶
領金城、黃偉明、黃玉郎、馬榮成、黃天俊五位粵
港澳藝術家代表共同為「粵港澳大灣區動漫聯委
會」揭牌。
「粵港澳大灣區動漫聯委會」的成立，將為廣

州、香港、澳門三地的動漫文化交流打下基礎。展
覽到2019年1月6日結束。

「「最廣州最廣州」」動漫展動漫展
濃縮粵港濃縮粵港4040年經典年經典

內地第一個漫畫工作室，出現在廣州；最早

的中國內地動漫社團，出現在廣州的大中學校

裡；內地第一本「金庸水墨漫畫」，原來在廣

州出版；《烏龍院》作者敖幼祥，原來在淘金

路住了10年……上個月28日在廣州藝術博物

院開幕的「動漫新時代——廣州動漫藝術40年

成果展」，通過作品原稿、歷史圖片、文獻史

料、互動體驗等多種形式，呈現改革開放40年

來廣州動漫藝術的難忘歲月，展現廣州在中國

動漫藝術領域的重要地位。 文、攝︰黃寶儀

■■馬榮成馬榮成《《風雲風雲》。》。

■■「「粵港澳大灣區動漫聯委會粵港澳大灣區動漫聯委會」」揭牌揭牌。。

■■展覽展出的黃玉郎手稿展覽展出的黃玉郎手稿。。■■箇中動漫角色衣服在本次展覽中展出。 ■■李志清的水墨金庸李志清的水墨金庸《《射鵰英雄傳射鵰英雄傳》。》。

■■導演彼得法拉利導演彼得法拉利（（中中））大讚馬許沙大讚馬許沙
拉與維高的演技出神入化拉與維高的演技出神入化。。

■■《《綠簿旅友綠簿旅友》》將於明將於明
年年11月上映月上映。。

■■馬許沙拉艾利是荷里
活炙手可熱的演員。

《《億男億男》》兩大人氣男星首度合作兩大人氣男星首度合作

展開追尋巨款之旅展開追尋巨款之旅

澤尻英龍華澤尻英龍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