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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持
續下，好多活動停
止、店舖關閉，為使
被困在家中的人不無
聊，安徽省多個頻道
開放免費網絡給群眾
觀看精選電影電視、
線上展覽、精品課程
等節目來解困。除此
之外，多數付費頻道也根據疫情防控需要，開啟了臨時免費模式。
如安廣網絡免費開放全部215套直播節目和部分互動點播節目。中
廣有線蕪湖、蚌埠、馬鞍山分公司免費開放所有付費頻道。
據悉，為疫情期間「宅」在家的安徽群眾，經統籌協調省屬文化
企業和三大運營商，該省加大影視動漫、線上教育等優質內容資源
的免費開放力度，使安徽省網絡電視和廣電網絡新增免費影音資源
近1.5萬部。其中，電信IPTV新增《中國機長》、《攀登者》、《哪
吒之魔童降世》等免費影音資源6,800部，觀眾可點播的免費內容
佔比超過80%。電信IPTV用戶通過點擊首屏的戰疫專題，即可看
到精彩免費看、宅家健身課、停課不停學等專區。
而移動網絡電視除了免費優質的劇集，體育頻道內容也全部免

費，音樂頻道提供500首收費K歌限免使用；教育頻道將「新東
方全量課程」、「學而思全科內容」兩大品牌教育內容轉為免費
服務。聯通IPTV則推出「空中課堂」、「優秀影視作品」等免
費專區，新增免費影音資源約5萬小時。

此外，為滿足不同
群體的文化需求，安徽
還安排公共文化機構和
省屬文化企業，結合各
自工作特色，分別提供
微信公號或App看戲
劇、看展覽、看經典繪
本的服務，節目包羅萬
有！ 文︰新華社

每逢一提到狗狗跟人類相處，都會有很多感人肺腑的
故事，故事中更會觸及心靈治療的層面。《極地守護
犬》（The Call of the wild，圖）講述一隻本來備受寵
愛的混種家犬，卻意外流落極地，生活突變而呈現動
物，包括人類能屈能伸的靈性。
《極地守護犬》大有來頭，電影原著《野性的呼喚》

被譽為美國經典文學名著，為二十世紀百大英文小說之
一，名著內人狗歷險故事早在1923年曾拍成默片登上大
銀幕，而1935年及1972年更在《亂世佳人》及《賓虛》
出現過，當時分別由奇勒基寶（Clark Gable）及查爾登
希士頓（Charlton Heston）飾演男主角。到《極地守護
犬》男主角則由夏里遜福（Harrison Ford ）擔上。

今次電影除夏里遜福令人期待，最搶眼當然係一
隻農場牧羊狗和聖班納的混種犬巴克（Buck），這
隻狗根據原著選角，據知導演基斯辛達斯（Chris

Sanders）的太太Jessica偶爾在PetFinder領養資訊中，
正好看到一隻農場牧羊狗和聖班納混種犬，名叫巴克利
Buckley，這種巧合令Jessica立即去動物收容所，就這
樣一見鍾情把牠領養，再駕車兩天帶去片場，可愛的巴
克利即時贏得所有製作人員的歡心，決定跟足牠的模樣
打造電影中的巴克！
說回故事骨幹，都係從人（夏里遜福）與愛犬Buck

之間的情節聯繫到關於失去、療癒、尋找更好更強的自
己。Buck本來住在美國加州一位德高望重的法官之
家，一夜卻遭人偷走販賣，輾轉流落到嚴寒極地充當雪
橇犬，在一次危難中遇到最後主人夏里遜福，開始人狗
互相扶持的日子。在Buck的經歷中所觸動身邊每一個
人，都帶出人性最美好的一面。而Buck如何掙扎求
存，克服意想不到的逆境，就一如我們面對無從預計的
人生，這點，都是電影、夏里遜福及Buck給我們的啟
示，值得作為借鏡。 文︰徐逸珊

恐怖片家陸續有
來，因為恐怖片的成
本真的不是太大，最
重要是有驚嚇能力。
今次這部詭異韓國電

影《凶櫃》上畫後，成為韓國開畫
票房No.1，由《與神同行》河正宇
監製及主演，連同《熱血祭司》男
星金南佶首次挑戰恐怖片，兩大實
力男星一齊聯手穿越生死結界！
在電影中飾演父親的河正宇，對
未婚的他來說也算一個挑戰，於是
為了角色特地去請教身邊許多已婚
男性的河正宇表示，一直都期待可
以打破自己演技框架的作品，而這
部電影正正就是自己渴望的：「這
種新穎題材在韓國電影很少見，結
合了恐怖、驚慄、劇情加上一點社
會議題，所以我很感興趣。」至
於，金南佶為了飾演驅魔人，他事
前更特別去學習驅魔的儀式，例如
貼符咒、背咒語、設祭壇等等，當

正式拍攝時，金南佶因太過投入角
色而嚇到工作人員！
《凶櫃》故事講述自從妻子去世

後，尚元（河正宇飾）和女兒Ina
（許律飾）搬到鄉間展開新生活。
但新居入伙不久，女兒的行徑變得
異常古怪，某天更在家中離奇失
蹤！尚元驚愕之際，自稱驅魔人的
慶勳（金南佶飾）突然造訪，指出
20年來，不明凶靈已令多名兒童人
間蒸發。為了拯救女兒，尚元在慶
勳的施法協助下，闖入衣櫃裡的
「中凶地帶」，他必須在限期之前
解開「兒凶」之謎，否則兩父女將
永遠迷失冥界中……

文︰路芙
導演︰金廣斌
演員︰河正宇、金南佶
支持指數：★★★
好睇指數：★★★
感動指數：★★★

（以5星為滿分）

33歲的朴敏英攜手
26歲的徐康俊主演的
JTBC新劇《天氣好的
話，我會去找你》
（圖），將於本月24

日首播。劇集改編自同名小說，講
及對首爾生活感到厭倦而去到鄉下
北峴里的海媛（朴敏
英飾），再次遇見經
營書店的恩燮（徐康
俊飾）後，從而展開
一段溫馨又浪漫的愛
情姐弟戀。
朴敏英飾演一個平

凡的人，從小就會演奏鋼琴，雖然她充分發
揮了才能，但踏入社會後，得到的卻是對他
人的傷害和不信任，因此緊鎖心門的她，回
到小時候生活過的北峴里教畫畫。至於，中
學時期已迷戀對方的暖男徐康俊則在北峴里
經營書店，每一天起床都會沖一杯咖啡飲，

當落雪時便想
着：「喜歡冬天
來臨的原因，只
有一個理由：因
為 你 會 回
來……」之後再
度遇到朴敏英，
令他平靜的日常
生活開始變得不
一樣了。
在預告中，兩

個人站在書店的
門口，在白雪紛
飛的冬日中上演

重逢的溫馨一幕。唯美畫面，簡直融化寒冷
的冬雪，溫暖着觀眾的心。與此同時，「相
差7歲」的兩位主角擁有超高顏值，必定迷
倒觀眾。所以追劇之前，在此借用劇中一句
對白︰「妳回來了，真好。」期待！期待！

文︰莎莉

為「宅」家解困
1.5萬部影音資源免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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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櫃》河正宇金南佶聯手穿越生死結界！

電影講述馬修麥康納希飾演的美國僑民米奇培
生（Mickey Pearson）在倫敦建立大麻帝

國，發了大財。其後江湖傳出他想賣盤收山的消
息，引來各路牛鬼蛇神，偷呃拐騙奇招百出，企
圖奪走米奇的地盤。

「紳士」的含意
佳烈治過往曾執導《神探福爾摩斯》（Sher-

lock Holmes）、《夠薑四小強》（Lock, Stock
and Two Smoking Barrels）及《邊個夠我薑》
（Snatch）等作品，向來擅長捕捉黑幫風格的神
髓，亦能立體刻畫電影中的角色，像《神探福爾
摩斯》便令人印象深刻。至於談到今次新作，原
來在大約十年前佳烈治便開始構思這個項目。原
本曾考慮將它改編為電視劇集，但最後還是決定
搬上大銀幕。
他解釋，本來計劃把電影命名為《Toff-
Guys》。原來這是英國俚語，指來自上流社會的
「有錢佬」，通常散發高人一等的氣息。「我一
直有興趣探討在英、美階級制度中，風馬牛不相
及的極端人物碰上會如何。那些角色所處的年齡
令他們追求人生中更美好的事物，想漂白自己的
黑幫生意。他們憑着硬淨本性向上爬，現在置身
兩個世界的狹縫中，他們所享受的事物與他們從
事的生意不合襯。」佳烈治又表示：「片名中的
『紳士』是指他們嚮往的身份，但裡面算得上紳
士的人不多。」

召集全明星班底
在選用演員方面，佳烈治亦十分講究。除了影
帝級人馬馬修麥康納希外，還包括查理亨南
（Charlie Hunnam）、亨利高定（Henry Gold-
ing）、哥連菲路（ColinFarrell）及米雪道格莉
（Michelle Dockery）等。對佳烈治而言，召集全
明星班底是十分重要的，這個安排一直令他印象
深刻。「通常拍完一套戲，你就會將心思投放到
下一個作品中，但看《瘋》的預告片提醒我電影
的班底確是十分出色。」而電影其中一個突破之
處在於佳烈治要大多數演員扮演和自己既有形象
相距甚遠的角色。
男主角馬修麥康納希飾演的主角米奇迷上了他

在上流社會的風光生活，想金盆洗手，出售他的
大麻王國。角色原本想找英國人演，但最後決定
把設定改為美國人。馬修麥康納希對角色有一番
獨特見解。「米奇是在英國賺英國人錢的美國
人。有時人要不受固有觀念限制，才發現到身邊
事物被忽略的價值，而米奇正是這樣。他於二十
年前移居倫敦，在牛津接受教育，逐漸躋身『有
錢佬』的世界。他開始發展大麻農場，進而發展
成一個大麻帝國。」對於美國人在英國經營大麻
事業這一情節設定，監製伊凡艾金森解釋道：
「因為美國對這行業取態模棱兩可，搬至英國，
就不必擔心不清不楚或被大藥房打壓。他們了解
自己的位置，可以堂堂正正行古惑。」

導演佳烈治醞釀十年之作
《《瘋狂紳士幫瘋狂紳士幫》》設定角色顯心思設定角色顯心思

曾執導《神探福爾摩斯》、《阿拉丁》、《夠薑四小強》等作品的英國導演

佳烈治（Guy Ritchie）將帶來最新動作喜劇《瘋狂紳士幫》（The Gentle-

men）。電影由奧斯卡金像影帝馬修麥康納希（Matthew McConaughey）領

銜主演，星光陣容強大，講述美國人在英國建立大麻王國的故事。佳烈治向來

擅長刻畫角色，並將動作、搞笑、趣味共冶一爐。醞釀十年的《瘋》在片種及

角色安排上，均延續他強烈的個人風格，為觀眾呈獻與別不同的黑幫電影。

文：Vivian

■■ 哥 連 菲 路哥 連 菲 路
（（右二右二））也有也有
份參與演出份參與演出。。

■■馬修麥康納希對角色有自己的一番見解馬修麥康納希對角色有自己的一番見解。。

■■佳烈治坦言電佳烈治坦言電
影中算得上紳士影中算得上紳士
的人不多的人不多。。

■■米雪道格莉飾演米奇的妻子米雪道格莉飾演米奇的妻子，，個性硬朗個性硬朗。。

■■查理亨南再度與佳烈治合作查理亨南再度與佳烈治合作。。

■■佳烈治表示在十年前已經開始構思電影佳烈治表示在十年前已經開始構思電影。。

■■河正宇和童星許律河正宇和童星許律。。

■■金南佶金南佶

■■《《中國機長中國機長》》劇照劇照。。

■■《《攀登者攀登者》》劇照劇照。。

《天氣好的話，我會去找你》
朴敏英徐康俊玩姐弟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