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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英國神級搖滾樂隊講述英國神級搖滾樂隊QueenQueen及主音及主音Freddie MercuryFreddie Mercury傳奇故事的音樂傳記電傳奇故事的音樂傳記電

影影《《波希米亞狂想曲波希米亞狂想曲：：搖滾傳說搖滾傳說》（》（Bohemian RhapsodyBohemian Rhapsody））去年上映去年上映，，電影口電影口

碑甚佳碑甚佳，，俘虜一眾俘虜一眾QueenQueen迷的心迷的心。。繼繼QueenQueen後後，，同由戴斯特費查同由戴斯特費查（（DexterDexter

FletcherFletcher））執導的另一部音樂電影執導的另一部音樂電影《《搖滾太空人搖滾太空人》（》（下稱下稱《《搖搖》，》，RocketmanRocketman））

即將上映即將上映。。電影把英國殿堂級搖滾歌手艾頓莊電影把英國殿堂級搖滾歌手艾頓莊（（Elton JohnElton John））的故事搬上大銀的故事搬上大銀

幕幕，，還原這位搖滾巨星高低起跌的傳奇大半生還原這位搖滾巨星高低起跌的傳奇大半生。。 文文：：VivianVivian

相信你一定聽過這
個故事：一個玻璃
杯，裝着半杯水，你
會睇到「只剩半杯
水」，還是「仲有半
杯水」。好明顯今次
電影《爸爸是壞蛋冠
軍》（My Dad is a
Heel Wrestler，圖）
能再次帶出其實一件
事係可以從唔同角度
去睇，正如電影中的爸爸是壞蛋嗎？
還是擔當壞蛋都係一件好事？
世界上，有「壞」才會顯出「好」
的道理。希望今次從小朋友角度去分
享改編自日本同名暢銷兒童繪本《爸
爸是壞蛋冠軍》這齣電影。被譽為天
才童星的寺田心（飾祥太）完全能將
小朋友對爸爸那份至高無上的尊重，
以及當知道爸爸職業是「假面蟑螂」
壞蛋時的失望演得非常出色。他跟爸
爸之間的情感從討厭到慢慢成長再到
體諒爸爸，最後體諒到爸爸身為反派
的精神與工作專業守則，都是為了娛
樂觀眾，這點更強烈彰顯出「沒有壞

蛋的存在，英雄就
起不到作用」了。
至於，能令祥

太明白爸爸做壞蛋
的道理的人，就是
那位喜歡摔角的仲
里依紗飾演的小
編。要是沒有這位
摔角迷，祥太就不
明白爸爸做反派的
重要性。說到飾演

爸爸大村孝志的棚橋弘至，他是新日
本曾在擂台大放異彩的摔角選手，電
影裡的故事就是跟他的人生經歷很相
似，他在十年前就是剛扛起新日本招
牌的選手，十年後，也慢慢退下來，
最後等到回歸大賽的一天。
電影觀影後，教曉人凡事不要被自

小受的教育潛移默化，不要見到
「壞」就說他「壞」，不要見到
「奸」就說他「奸」，應需要行多一
步去了解所有事物，從不同角度去思
考及理解，嘗試探索對方的用意，最
後才去斷定他，這時就會發覺，世上
的哲學是多麼有趣。 文︰徐逸珊

《Pet Pet當家2》
（圖）是一部 2019

年美國3D電腦動畫喜劇電影，由基
斯雷納德（Chris Renaud）執導，電
影更邀得首次為動畫配音的夏里遜福
加盟，飾演型英帥靚正的新角色牧羊
犬雄雞，帶大家去見識寵物百厭又搞
笑的秘密生活！
另外，張智霖今次是二度為汪星人

阿麥一角配音，冧爆鬼馬演出最可愛
汪星人！電影將於本月20日正式在
香港上映。
動畫《Pet Pet當家》在全球大收逾

8億美金票房，續集《Pet Pet 當家
2》會繼續發放搞鬼笑料，令觀眾笑
唔停之餘，今次更深入寵物的內心世
界，又會探討牠們與主人一家深厚的
關係。在電影中每次寵物出現的都跟
牠本身外形的性格不同，例如今次電
影中有一隻純純的兔仔毛毛，當主人
不在的時候牠就會好得戚變成一隻超

級英雄兔仔……直到新朋友西施狗阿
花請牠深入險地進行絕密救援——毛
毛這次必須鼓起勇氣，才能真真正正
成為超級英雄！這類型電影每次也告
訴我們不要相信我們的寵物的表面，
牠們絕對是演戲高手，但不理是否高
手，最想知道的便是當我們不在家時
寵物會做些什麼？相信一向睇開動物
片的朋友、寵物卡通的朋友一定唔會
放過這一次機會，你想知道家中的寵
物在沒有你的情況下會過着什麼的日
子？不妨留意下這套電影吧！

文︰路芙

導演：基斯雷納德
聲演（英語版）：夏里遜福、奇雲
哈特、柏頓奧斯禾特、珍妮史莉等
聲演（粵語版）︰張智霖
支持指數：★★★★
好睇指數：★★★★
感動指數：★★★（以5星為滿分）

韓國女星林秀晶加入電視公仔箱，主演
tvN新劇《請輸入檢索詞WWW》外，《與
神同行》的「閻羅王」李政宰也殺入電視
圈，夥拍新慜娥主演 JTBC 新劇《輔佐
官——改變世界的人們》（圖），劇集將於

今日首播。而這部劇未播已製作開拍第2季，每季各10集。
講述在聚光燈背後操縱這個真實世界的政治玩家們的危險賭
局遊戲、走向權力頂點的超級輔佐官張泰俊（李政宰飾）如
何在這遊戲中存活？
時隔10年終於回歸電視圈的李政宰，今次他飾演輔佐官

「張泰俊」，雖然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於警察大學，但為了擁
有更大權力而進入國會，是讓「不可能變為可能」的超級能
力者。他以出色的直覺、冷靜的判斷力和執着的勝負慾，讓
自己的議員擔任院內代表。但他並不滿足於此，將向着權力
巔峰前進的執念，隱藏在柔和的微笑中。在預告中，李政宰
的氣場好大，充滿野心的樣子，唔通真的可以改變世界？那
麼這位影帝將與劇中演員們會擦出什麼火花呢？讓人期待！
新慜娥飾演一位新時代女性姜善英，擔任議員及黨發言

人。與對手張泰俊總是
有着對立的關係，她除
了是一位相當有能力的
律師，也擁有時事節目
的經驗，更為了登上巔
峰而全力以赴。但她為
了自己的支持者挺身而
出毫不猶豫，成為當代
「女性典範」的模仿對
象。 文︰莎莉

好戲好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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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是壞蛋冠軍》
壞蛋，視乎你邊個角度去睇？

星星 影
閱溜

《Pet Pet當家2》
寵物也能做當家會怎樣呢？

《輔佐官》
李政宰新慜娥搞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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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十年，英國樂壇「大姑
媽」艾頓莊（Elton John，
圖）的故事終於搬上大銀幕。
事實上，他在樂壇上的傳奇事
跡，值得被記錄。艾頓莊五度
獲得歐美樂壇最高殊榮格林美
獎，多年來一直受到全球樂迷
愛戴。

但事實上，艾頓莊的一生經
歷過起與落。兒
時初次接觸鋼琴
便展露出音樂天
賦，後來結識填
詞人伯尼陶德，
踏上巨星之路。
然而，成名卻為
他 帶 來 沉 重 壓
力，他開始借酒

及毒品「消愁」，更因此要入
院接受治療。電影也會講及他
這段意志消沉的經歷。艾頓莊
在樂壇的成就不容置疑。他在
超過80個國家舉辦了達4,000
多場巡迴演唱會，也曾推出38
張金唱片及31張白金唱片級數
的個人專輯，是至今史上最暢
銷單曲的紀錄保持者。

近年，影壇似乎吹起一股傳記電影風。去年
上映的音樂傳記電影《波希米亞狂想曲：搖滾
傳說》（圖）廣獲好評，男主角雷米馬利克
（Rami Malek）神還原Queen樂隊已故主唱
Freddie Mercury，並勇奪奧斯卡金像獎最佳
男主角。今次《搖》則把另一樂壇巨星艾頓莊
的事跡搬上銀幕。電影無論在服裝設計還是選

曲均落足心思。艾頓莊歷來演繹的名曲多不勝
數，今次他精選了自己的23首金曲。戲中首
支登場的經典金曲為《The Bitch is Back》，
帶領觀眾回到上世紀50年代，將艾頓莊的童
年經歷再現銀幕。
此外，當然少不得電影主題曲《Rocket

Man》，這首歌呈現了艾頓莊由谷底重新振作
的 情 境 。 其 餘 歌 曲 還 包 括 《Saturday
Night's Alright for Fighting》、讓男主角泰
隆艾格頓在英國皇家戲劇藝術學院面試時所演
唱的《Your Song》、在演唱會中指揮Fans
大合唱的經典歌曲《Crocodile Rock》等等。

踏上巨星之路的經歷

集合23首經典金曲

星光透視 印花

送《搖滾太空人》優先場戲飛

由洲立影片發行（香港）有限公司送出《搖滾太
空人》電影優先場戲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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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滾太空人》電影優先場
戲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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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頓莊親自監製的音樂傳記電影
《搖滾太空人》籌備超過十年，

並找來英國男星泰隆艾格頓（Taron
Egerton）飾演他。其實早在十年前的
一個演唱會上，艾頓莊便萌生拍一部
與自己有關的電影，直言「音樂就是
生命」的他，不希望拍成一部平鋪直
敘的傳記片，而必須是音樂劇。身負
重任的戴斯特費查則努力在片中尋求
突破，把新鮮感帶給觀眾。

還原真實人生
艾頓莊貴為搖滾樂巨星，雖在鎂光

燈下接受過無數掌聲，但亦曾經迷
失，試過吸毒酗酒，跌入人生谷底。
電影也毫不忌諱地講到艾頓莊的毒癮
及成長經歷。艾頓莊談到《搖》的拍
攝意念：「1960年之前，我仍是小

孩，故事就由這開始，直到1990年我
進入戒毒中心。這是我開始成名的歷
程，那段時光既不平凡，又有點超現
實，我希望透過其電影能夠帶出這種
感覺。」
艾頓莊也給予編劇李賀爾（Lee
Hall）自由創作的空間，如自己的歌
曲不必順時序出現，只需令觀眾過癮
便足夠。也不必刻意迴避自己人生所
經歷的種種黑暗。但他始終堅持一
點：「重點是它必須是音樂劇，因為
音樂是我的生命。」

男主角苦練彈唱
有別於普遍的音

樂傳記片採用幕後
代唱，艾頓莊希望
飾演他的演員不但

形神俱似，亦要有精湛的唱功。他找
來了與他甚有「淵源」的英國新生代
男星泰隆艾格頓擔綱男主角。為了演
好角色，泰隆艾格頓苦練歌喉，親自
走入錄音室演繹艾頓莊的金曲。兩人
亦有一段「淵源」。原來泰隆艾格頓
對艾頓莊仰慕已久，當年也是憑着演
繹艾頓莊的歌曲《Your Song》才獲
英國皇家戲劇藝術學院的面試取錄。
為了準備角色，泰隆艾格頓花了五個
月練習唱歌及彈奏鋼琴。
此外，泰隆艾格頓也訪問了艾頓莊

本人，以揣摸他的心路歷程。《搖滾
太空人》將於本月20日在香港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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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隆艾格頓為角色苦練唱歌泰隆艾格頓為角色苦練唱歌。。

■■《《搖搖》》片還原艾頓莊的傳奇人生片還原艾頓莊的傳奇人生。。

大膽前衛服裝造型重現大膽前衛服裝造型重現
左圖左圖：：艾頓莊艾頓莊

右圖右圖：：泰隆艾格頓泰隆艾格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