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星光

A21

■責任編輯：葉衛青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20年10月16日（星期五）
2020年
2020
年 10
10月
月 16
16日
日（星期五）
2020年10月16日（星期五）

《急先鋒
急先鋒》
》
高難度動作
造就武打新星

■唐季禮執導的
唐季禮執導的《
《急先
鋒》，橫跨倫敦、非
洲、杜拜等多地取景
杜拜等多地取景。
。

■成龍搏命演出
成龍搏命演出。
。

由唐季禮執導、成龍主演的電影《急先鋒》昨日在港上映。這
部原定於 2020 年春節檔面世的電影因疫情關係推遲許久，承載了
不少動作片影迷的期待。繼《警察故事 III》、《紅番區》、《警
察故事 4 之簡單任務》、《神話》、《十二生肖》及《功夫瑜伽》
等作品後，今次是他們 30 年來的第九次合作。兩人多年的情誼與
對電影共同的追求，都融入了這部影片之中。

文：黃依江
■《急先鋒
急先鋒》
》已在香港上映
已在香港上映。
。

若身邊有個殺手你會怎樣？
我們看電影期間相信曾經
幻想過自己成為一個殺手，
因為作為一個殺手一定是很
有型很有款，而且內外兼備
的型格事實上是很吸引人！
但其實真正的殺手是否真的沒有危機呢？
以女性為主的一套殺手電影《頭號殺姬
Ava》（Ava，見圖），講述女主角是一位
很出色的殺手，但因為慢慢在自己殺人的工
作上加了一些自己的性格，令到殺手組織感
覺她不是很專業，更加是一個計時炸彈。所
以最後殺手組織決定要將這個殺手毁滅，故
事最終當然是這個殺手反而殺掉了殺手組織
嘅高層，但作為一名女子又是一個殺手組織
是否能夠咁容易毁滅呢？不過關於電影我們
不應該駁回。從觀賞角度來看這套電影絕對
吸引，因為女主角是一個擁有高傲冷艷的女
藝人，扮演這個角色絕對駕輕就熟。所以我
覺得若果要觀賞這類型的電影最重要欣賞的
是他們的打鬥場面，鬥智鬥力。
更何況好戲的金球影后謝茜嘉謝西婷
（Jessica Chastain）在戲中首次飾演心狠手
辣女殺手，被喻為女版殺神 John Wick 的
她，聯同《寫出友共情》美國導演泰德泰勒
（Tate Taylor） 突 破 一 般 女 間 諜 片 的 局
限，電影除具備緊湊動作場面，亦以劇情為
重，聚焦女主角面對家人及組織的誤解與背
叛下的心境，呈現她集堅強與脆弱的矛盾於
一身。
電影開場展示謝茜嘉飾演的頂尖女殺手
Ava 效忠於一個神秘組織，形象多變又心狠
手辣，但她也有奇特的一面，在殺死由舊版
《神奇 4 俠》男星艾恩古福特（Ioan Gruff-

影閱溜

成龍 唐季禮 30 年第九度合作

udd）飾演的目標
人物前，她會不斷
問對方知不知道自
己做錯什麼，帶出
她扮演的殺手也有
職業價值與道德。
正因如此，她得罪
了由哥連費路
（Colin Farrell）
飾演的組織領導人
Simon，即使有尊
． 麥 高 維 治
（John Malkovich） 飾 演 的 恩 師 Duke 維
護，仍阻止不了組織向Ava 下全球追殺令，
身陷生死交關危機的 Ava，唯有殺出血路，
才有活下去的機會。
文︰路芙
導演︰泰德泰勒
演員︰謝茜嘉謝西婷、艾恩古福特
尊．麥高維治、哥連費路、陳沖
支持指數：★★★★
好睇指數：★★★★
感動指數：★★★★
（以5星為滿分）

徐若晗

影講述了商人秦國立（樓學賢
飾）在倫敦遭遇不明人士綁架，其
女Fareeda（徐若晗飾）亦受牽連被人追
殺，危急之際，國際保安團隊「急先
鋒」出手救援，老闆唐煥庭（成龍飾）
率領雷震宇（楊洋飾）、張凱旋（艾倫
飾）、彌雅（母其彌雅飾）等精銳隊員
組成特別行動小隊，遠征各國展開驚險
營救，卻意外發現驚天秘密的故事。

電

培育新一代武打拍檔
成龍電影總是以緊張驚險場面聞
名，現年 66 歲的他拍起動作片來依然
寶刀未老，上山下海全都親自上陣，毫
不退卻。早前宣傳中他便透露在一場激
流追逐戲中所駕駛的水上電單車意外翻
車，導致他落水被困長達半分鐘，營救
過程中導演都急得掉淚。幸而最後完好
無損獲救，不過也令人驚嘆，如今如他
一樣這般敬業又無畏的新生代動作演員
是多麼難尋。
而經典影片的締造者自然不會忽視這
一問題——近年來，成龍與唐季禮銳意
與不同的年輕演員合作，冀望發掘和培
養出一批「動作新星」，也可將他們多
年來的拍攝和演戲經驗進行言傳身教。
這樣的苦心在此次《急先鋒》的成員選
定中可見一斑：包括內地新生代偶像劇
演員楊洋、來自「開心麻花」的型格笑
匠艾倫、之前參演過《功夫瑜伽》的瑜
伽美女母其彌雅、就讀於北京電影學院
的清新女生徐若晗，以及新生代男團舞
王朱正廷等人氣明星。在成龍精心指導
下，他們於劇中完成各項高難度特技動
作，達到令人驚嘆的視覺效果，可以預
見幾位新生代武打新星正冉冉升起。

也堅信，充滿智慧的電影人，是有辦法
不斷創新，在創作時保持與時俱進的。
今次《急先鋒》中，導演就試圖加入了
一系列創新元素，比如高科技的「未來
武器」，朱正廷所飾演角色會踏着飛行
器戰鬥，而電子鴿子和小蜜蜂可以協助
收集情報，還有更多妙想天開的新型
遙距武力裝置；又或是特別的作戰策
略，每個場景，如何潛入、如何救
人、如何撤離，所有過程都不一樣。
同時，他亦加入了一些獨具特色的
中國元素，希望能夠使之面向國際，
讓世界看到中國在科技、航天方面發展
的同時，更傳播中華文化。影片中所有
隊員展示的拳腳功夫，都是立足於中國
功夫；劇情中有一處犯罪分子想要以重
金收買楊洋所飾演角色，他以一句「知
足知不足，有為有不為」回絕。唐季禮
希望這部影片可以展現出中國傳統的文
化與美德。
在取景與投資方面，導演和劇組更
是不計代價，創造出許多「大場面」。
他們不僅去了英國倫敦、中東杜拜、非
洲贊比亞、印度古城等不同地方進行取
景，更特別向倫敦當地政府申請，在當
地唐人街新年大巡遊的盛大慶典中進行
拍攝，只為加強實感，達到更好效果。
在非洲的拍攝，就利用了特效令演員可
以與獅子等動物進行互動，杜拜的戲份
中，更動用了幾輛鍍上黃金的跑車，並
讓它們駛入了杜拜著名的購物中心廣場
（Dubai Mall）。

創與時俱進的動作片
近年來，國產動作片少有出彩之
作，票房表現亦乏善可陳。對此，導演
唐季禮坦言，動作片的創新很難。但他

■《急先鋒
急先鋒》
》不乏槍戰場面
不乏槍戰場面。
。

姜河那朱智勛張孝全ACA大作戰
「「熒熒．．情情
」」

■艾倫
艾倫（
（左圖
左圖）
）與楊洋飾演精銳隊員
與楊洋飾演精銳隊員。
。

新生代女
演員，就讀
於北京電影
學院。曾主
演成龍導演
的文藝片《我
的日記》。

母其彌雅
演員、模特
兒、瑜伽導
師。曾因參演
唐 季 禮 導
演、成龍主演
的《功夫瑜
伽》更獲第四
屆中澳國際電影
節最佳女配角。

朱正廷
中 國 男 歌
手、演員，身
手敏捷，擅
長 不 同 舞
蹈。曾參演
電影《初戀
的滋味》，
《急先鋒》是
他參演的第二
部電影作品。

送《急先鋒》換票證
由洲立影片發行（香港）有限公司送出
《急先鋒》電影換票證 10 張予香港《文
匯報》讀者，有興趣的讀者們（填上個人
電話）請剪下《星光透視》印花，連同貼
上$2 郵票兼註明「《急先鋒》電影換票
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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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光透視 印花

■朱智勛
朱智勛（
（右圖
右圖）
）與張孝全
與張孝全（
（左圖
右）爭 ACA
ACA視帝
視帝。
。

《麥路人》貧窮階層面面觀

了一段交淺情深的故事。
影片的出發點非常好，是一份對社會貧
窮階層的關愛，讓他們的故事獲大眾關
注。但今次在影片執行上，可能因為除郭
富城這條主線以外，每個角色也想描寫成
讓觀眾難忘的故事，同時也讓各演員的角
色有充分發揮空間，所以在創作野心上其
實是頗大貪的。但在觀眾眼內，就會變成
很多有結局無過程的枝節，好像萬梓良及
張達明兩個角色，二人各自都有成為主角
的重要場口，但就欠缺前因的描繪，而令
到場面變得刻意堆砌、為煽情而煽情。但

也理解畢竟片長有限，看最近導演在網上
分享了超過70分鐘的刪剪片段，就知道影
片本身的故事拍了接近 300 分鐘之久，現
在硬剪走個多小時戲份，就令到很多角色
的故事變得半桶水。反而劉雅瑟的單親媽
媽角色，最博得觀眾同情，亦令大家對這
位內地演員刮目相看。反觀楊千嬅的故事
線就變得最多餘，一段疑幻似真的感情
線，跟整個故事主軸顯得格格不入，亦無
助講故事本身。
《麥路人》是新導演黃慶勳的首部電
影，雖說「新導演」，但他其實已入行擔
任製片及副導演25年，可說是一位非常資
深的「新導演」，故今次在技巧上其實已
非常熟練。只是這次故事上的「貪心」就
令到多個角色的轉變未能得以詳述，以至
最後讓觀眾感到敘事表面、情節堆砌。不
過《麥路人》以此作題材，至少能讓這班
平時不起眼的貧窮人士做主角，讓他們的
生活被注目，希望也能讓社會多關注貧窮
問題，並及時作出更多幫助。 文︰艾力

■姜河那在
姜河那在《
《月升之江
月升之江》
》的造型
的造型。
。
學朱哲煥教授（去年因在課堂上提及已逝世
的具荷拉而備受批評）及京都造型藝術大學
教授寺脅研等。看一下提名名單，真讓人替
各評審感到頭痛。中國的《隱秘的角落》及
台灣地區的《誰是被害者》分別獲得 5 項提
名居首；另外韓國的《夫婦的世界》、《山
茶花開時》及《愛的迫降》等均是收視高踞
榜首的劇集，當真是魚與熊掌。
當中最佳女主角的演出各自精彩，有
《三生三世枕上書》的中國女星迪麗熱巴，
也有本人一向好欣賞的韓國女星金惠秀的
《富豪辯護人》和《夫婦的世界》的金喜
愛，以及日本女星黑木華的《風的新生
活》，到時一定爭崩頭。
最佳男演員的爭奪戰尤為激烈，有《誰
是被害者》的台灣演員張孝全；《屍戰朝鮮
2》的韓星朱智勛；還有《劍王朝》的李現
等。而《山茶花開時》的姜河那更憑去年退
伍後回歸的首部作品橫掃各頒
獎禮的視帝獎項。今次能否再
下一城奪數獎呢？
事實上被譽為「美談擔當」
及「鞠躬機器」的姜河那，一
直以來都是監製導演們喜愛的
演員，工作排得滿滿，作品一
部接一部。現正拍緊新劇《月
升之江》……天啊！努力與收
穫可是成正比？！ 文︰蕭瑟

《熟女強人》最
「熟」
最吸睛
ViuTV 的 《 熟 女 強
人》（見圖）播映前，
觀眾抱有頗大期望，可
惜驚喜不似預期，結果
風評一般。不過《熟》
讓一班在「當紥」時間都是充當沒多少
對白「花瓶」閒角的女演員，可以做一
些有對白、有戲演的角色，這點新鮮
感，多少是令筆者看此劇的原因。
《熟》是一齣探討都市女性的電視
劇——但它不是觸及職業女性兼顧家庭
或婆媳關係等「正路」題材，而是一些較前
衛（吳千語和傅穎的女同志關係），甚至是
「 都 市 人 性 幻 想 」 （ 如 換 妻/夫 ） 的 內
容……香港是一個保守的社會，故事的情
節未必是觀眾普遍的經驗，可是這些情節總
曾出現過大家的想像中。戲中想達到的共
鳴，正是要滿足觀眾的「思想出軌」。
劇中大概可劃分「老中青」三代女性，
以反映出處於不同階段的女性，內心所渴求
和面對的困境是什麼：吳千語與傅穎算是代
表年輕界別，二人的「She She」情慾關
係，某程度是滿足男觀眾的獵奇心態，看時
或會「嘩嘩聲」，但限於二人演技，感覺並
不到肉。與胡杏兒同代的陸詩韻，在《熟》
中的戲份，可能比以往在大台加起來還要
多，但她的面部肌肉變化幅度實在太細，以

視評

好戲
連場

「麥難民」是近年一個全球化的國際社會
議題，其實亦即是貧窮人口的問題，電影
《麥路人》（見圖）就是想把這個寄居於快
餐店的貧窮人口問題拍出來，以快餐店作為
故事背景舞台，描寫在這裏無家可歸的人各
自的故事，帶出社會貧窮階層面面觀。
《麥路人》角色眾多，主線由郭富城飾
演的阿博帶出，他曾是金融才俊，一次失
誤他挪用公款，結果成了階下囚。阿博入
獄後回歸社會，他愧疚不想回家，更自暴
自棄，從此成了無家者，活在眾多比他更
無明天的人當中，找回些安全感。十年前
與阿博有過一面之緣的阿珍（楊千嬅
飾），因與阿博惺惺相惜而漸漸走近，希
望有一天能令他重新振作。另外還有同是
無家者的媽媽（劉雅瑟飾）帶着囡囡和悲
涼的過去輾轉到港成了麥難民；深仔（顧
定軒飾）一直宅在家中沉迷打機，拒絕踏
足社會，一次與嫂嫂爭執令他與阿哥大打
出手後，最終離家出走。他們與等伯（萬
梓良飾）、口水祥（張達明飾）等人開始

新冠疫情關係，很多影展
及頒獎禮等都未能實體進
行。一年一度的釜山電影節
亦未能倖免，主辦單位 The
Asian Contents & Film Market 日 前 公 布 ， 第 二 屆 《Asia Contents
Awards》（簡稱︰ACA）將於香港時間 10
月 25 日下午 3 時至 5 時，在釜山國際電影節
的官方YouTube頻道舉行線上直播。
為遵守韓國政府的「限聚令」及防疫措
施，除頒獎禮的主持人及演出嘉賓外，所有
海外及韓國頒獎嘉賓及得獎者都只會在線出
席今次的頒獎禮。韓國男團 2PM 的 Nichkhun 和 2019 韓國小姐金世妍擔任司儀，女
團 Lovelyz 及以《Wanna One》出道的金在
奐擔任表演嘉賓，演唱《愛的迫降》的主題
曲，好期待！
ACA 是作為表揚過去一年在亞洲區電
視、OTT 及其他平台有傑出表現的行業工
作者而設的一個獎項。今年收到 17 個國家
共 75 份報名表，爭奪 7 個界別的獎項。此
外，「終身成就獎」、「傑出表現獎」（是
頒給在文化交流等各方面有特別貢獻的人，
2019 年得獎者是金在中）及「最佳新星
獎」均不設提名，受獎者只在頒獎時公布，
增添神秘感。
負責競賽部分的 9 位評審計有去年 ACA
的最佳女演員姚晨、馮德倫、韓國亞洲大

至無論激動還是傷
心，都只有聲線上的
差異。難怪即使與前
者同屬選美出身，但
演出機會一直不多。
至於胡杏兒在《熟》
的表現，其實跟大台
沒有什麼分別——應
該這麼說，她的演技
從來都不差。反而令
人感覺新鮮的，是擔
任 Changing Partner 活動主事人的孫佳君，
她由外貌到氣質，竟然跟金燕玲「撞樣」！
但筆者認為劇集最大的看點，始終是吳
家麗。記得小時候看她所演的角色，無論電
影或電視，都是拋眉弄眼，騷到骨子裏。演
了幾十年「邪牌」女子，就像陳釀的美酒，
根本光是擺着，自身就已經散發出濃濃的韻
味。看吳家麗在《熟》的演出，是十分放
鬆、毫不費勁。歲月令本來已不屬嬌俏的聲
線更添滄桑——她在戲中飾演一個人生導
師，在尋找精壯男借出精子同時，亦周旋於
老中青三個男人之間……這類角色，可算
是延續了她過往幾十年演的女性形象，不過
今天看來你不會覺得她是「壞女人」，反而
是自由自主女性的典範，大概這是時代思潮
改變的最好證明。
文：視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