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星光透視A22 ●責任編輯：葉衛青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212021年年11月月88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1年1月8日（星期五）

2021年1月8日（星期五）

人才流失，是大台近
年面對的困境。所以當
《非凡三俠》（見圖）
一推出，雖然僅短短幾
集，但演員表耀眼的星

光，加上超現實的情節，都令筆者有
一定的期待──儘管看過之後，劇集
水平跟期望都有一定落差。但在悶透
的2020年尾，能夠在電視劇中看到
張智霖和周秀娜的演出，也算是為我
們帶來苦中的一點甜。
想起上世紀八十年代，大台偶爾會

製作一些群星拱照的「金裝豪華
劇」，最經典例子是1988年的《大
都會》。由於劇集的焦點純粹是一大
堆巨星，所以故事通常不會太精彩好
看，但求熱熱鬧鬧讓每個明星在劇集
裏現身，就足以令觀眾引頸以待，乖
乖守候在電視機前。
《非凡三俠》按大台今天的凋零情
況來看，也算是一齣金裝劇：主角張
智霖、周秀娜和黃宗澤，已經是「準
電影級」配置，加上陳豪、王浩信與
王敏德等「男一」做跑龍套，足夠令
人眼前一亮。
《非》的故事有點似《殺手》的番
外篇，除了因為有陳豪客串外，亦因
為兩者都是大玩主角與神秘犯罪組織
周旋，緊張之餘又加入搞笑元素——
兩個活得失意失敗的人蘇芮（張智霖
飾）和陳燦（黃宗澤飾），誤打誤撞
下跟周秀娜所飾的女特工姜寶兒歷
險——儘管二人笨手笨腳，但憑傻
勁和作家天馬行空的狂想，居然又可

以搞笑地解決眼前可怕的對手。
或許因集數所限，令《非》難以像
一般劇集有起承轉合，慢慢建立情節
製造張力，即使故事由亞視「鎮台
劇」《我和殭屍有個約會》的金牌編
劇陳十三主理，劇情亦顯得鬆散乏
力。即使故事的「大橋」勉強說得
通，角色的個性亦實在不夠立體。更
大問題是處理「高潮位」欠一致性
─例如「變態佬」王浩信把周秀娜
帶到禁室最後肉搏的一幕，在氣氛營
造和動作場面也十分不錯，短短幾幕
都帶來相當的官能刺激。可是在對決
Final Boss沈震軒的一幕，卻又完全
「跌watt」：最後竟然靠張智霖假得
要死的「槍聲」，就輕易引發Final
Boss與嘍囉互相開火廝殺，兒戲得像
低質趣劇。
之後又長篇大論互訴心聲，然後彆

扭地說什麼「有美好回憶人生不枉
過」之類的老套正能量，明明中槍又
中毒卻又成為「最後武士（無事）」
──雖然世界太灰暗，觀眾也樂於在
故事世界看到希望，但結局可否不要
這麼老掉牙呢？ 文：視撈人

疫情安坐家中最好
是欣賞電影，今次介
紹的便是一套擁有超
能力的荷里活電影
《沙贊！神力集結》

（SHAZAM！見圖）。
任何年紀也會幻想自己擁有一個超

能力，應該說是至少有一個，尤其是
今日疫情令到我們感到危險，若果有
超能力相信會快樂一些。《沙贊》是
一部於2019年上映的美國超級英雄
電影，改編自DC漫畫旗下的同名角
色，同時也是DC擴展宇宙的第七部
作品。由大衛辛堡（David F. Sand-
berg）執導，故事敘述15歲的寄養家
庭少年比利巴特森發現自己受到了巫
師沙贊所賦予的力量後，從此開始對
抗危害城市的各種邪惡勢力。持有
「沙贊」力量的他，變身後成為擁有
成年姿態的超級英雄。比利必須與他
新寄養家庭的兄弟兼好友一起找出有
效發揮「沙贊」力量的方法，同時也
得阻止邪惡勢力賽迪斯希瓦納博士。
電影故事的吸引力便是從一位小朋

友開始，沒有家庭沒有母親沒有父

親，長時間寄居於寄養家庭，情緒當
然是不好，但一個機緣巧合成為了擁
有超能力的大隻佬，便開始轉變人
生，但是起初只用來無聊玩耍能力賺
錢，完全沒有拯救別人的心，不善用
自己的超能力，令到自己的家庭處於
危險中，但經過一場重要的戰鬥之
後，整個人生也改變了，成為有機會
拯救地球打敗壞人的超人。
雖然看起來只是一般特別的漫畫演變

而成的電影，但這套電影擁有一個吸引
力便是能夠令你投入戲中的角色，忘記
現在的痛苦。這個相信是每一個人現在
需要的力量。電影中的特技做得不錯，
當中因為由漫畫改編而成，所以有很多
比較誇張的情節，這樣更加令到觀眾們
容易投入，因為大家想脫離現今社會面
對的問題，這種誇張的特技便能夠令到
雙眼引發大腦幻想潛能，成為有能力的
超人。 文︰路芙
導演︰大衛辛堡
演員︰薩克利列維、亞沙安祖、

馬克史壯
支持指數：★★★好睇指數：★★★
感動指數：★★★ （以5星為滿分）

韓國媒體D社每年1月1
日都會公布韓國演藝圈內的
秘戀情侶，在2021年1月1
日就爆出玄彬、孫藝珍這對
閃爆的「元旦情侶」，中外
媒體紛紛報道！隨報道公

開後，雙方的經理人公司均發出聲明確認
兩人在戀愛中，並且已交往了8個月。而
孫藝珍更在消息爆出的元旦日的下午在個
人IG上傳一張花籃照片，發文中更完全
感受到戀愛中小女子甜爆的心，說道首次
發文講私事感到好尷尬，感恩能讓她遇到這
麼好的人（指玄彬），並且會努力好好發展
下去。
玄彬是「韓國四大公共財」之一的老幺，
與蘇志燮、孔劉、姜棟元同為男神代表。他
們高富帥，又少傳出緋聞（甚至零緋聞），
到了適婚年紀卻還單身（除了蘇志燮於去年
4月結婚），所以被粉絲列為「公共財」，
意思是男神結婚之前都是「大家的」。事實
上玄彬2003年出道至今逾17年鮮有傳出戀
情，像2005年與黃智賢交往了兩個月即分
手；2008年與宋慧喬合演電視劇《他們生活
的世界》因戲生情，但在2011年玄彬入伍前
雙方已分手；其後2016年12月與姜素拉相
戀，原先覺得他們也頗相襯，可是感情這回
事實非旁觀者所能明白，這段戀情交往一年
後即分手告終，兩人變回朋友關係。
至於孫藝珍2000年憑《秘密》出道以來，

20年間多位合作過的一線男星都曾經公開向
她表白。孫藝珍與宋承憲一起合作電視劇
《夏日香氣》，宋承憲受訪時曾表示因工作

太忙錯過了曾經合作過並有好感的女星；裴
勇俊與她合作電影《外出》就曾說過在拍攝
時難保不會愛上孫藝珍；2018年孫藝珍與蘇
志燮拍電影《藉雨點說愛你》時，孫藝珍
曾表示如果有蘇志燮這種性格的做老公就別
無所求了；早前與孫藝珍合作《經常請吃飯
的漂亮姐姐》的丁海寅更直言：「孫藝珍前
輩靚到我不敢直視……每分每秒都在心動，
現在也是……」
而玄彬與孫藝珍在頒獎禮上無數次相逢，

他們首結片緣始於 2018 年拍攝《智命談
判》，然後在2019年合作電視劇《愛的迫
降》。事實上，在《智命談判》上映後的
2019年1月，玄彬與孫藝珍在美國被讀者目
睹完全「很自然地」同逛超級市場，並被拍
到照片，但當時雙方的經理人公司均予以否
認，表示兩人只是碰巧均身在美國故相約吃
飯。官方發表兩人是於《愛的迫降》結束播
映後大約兩個月的時候才真正開始交往，可
是眼尖的傳媒及粉絲早已發現不少蛛絲馬
跡，其實在宣傳電影《智命談判》時兩人已
經甜到漏，曖昧非常，當主持人要他們給對

方的演出打分時，都給對方打100分滿分，
然後玄彬說電影中這角色沒什麼機會與孫仙
（孫藝珍暱稱）同場，好想一起合作拍愛情
劇。去年6月百想藝術大賞頒獎禮上，正值
疫情高峰期，當時的座位已跟足社交距離而
設，哈哈，小編已發現當時兩人均沒能做好
表情管理，露出端倪。
另外，早前更有報道指高尚住宅地產經紀

聲稱「差點」便賣了一棟房子給玄彬的父
母，據傳是用作兒子婚後居住。畢竟雙方都
已經到達適婚年齡，而且兩人均是韓國娛樂
圈中高評價兼零負評的藝人，出道以來的成
名歷程相似，喜好（例如喜歡去旅行、打高
爾夫球等）亦一樣，而兩人亦不約而同曾在
訪問中表示過要在40歲前擁有自己的家庭，
帥爆的男神玄彬遇上「國民女神」孫藝珍，
不論粉絲抑或傳媒都紛紛嚷要他們早點拉
埋天窗！就像玄彬在《愛的迫降》內的名句
「這一切並非巧合，是命運！」兜兜轉轉，
還是一起。
好一對金童玉女，祝福他們能開花結果！

文：蕭瑟

踏入新一年，受疫情影響的措施持
續生效，令戲院經歷了最長的一次停
業期，對本來已經低迷的電影業，可
謂雪上加霜。本來屬黃金檔期的聖誕
節已泡湯，業界唯有寄望保得住戲院
能在農曆新年前重開。
原定於12月初上映的《逃獄兄弟》

及《一秒拳王》，都因戲院關門而被迫
延期公映，但前者因為於內地網絡視頻
已上架，不少想看的觀眾都能輕易上網
觀看，戲院重開後，《逃獄兄弟》還會
否重新安排上映屬未知之數。反觀《一
秒拳王》則在這閉關時期「摩拳擦
掌」，社交平台保持宣傳攻勢，戲院的
擺設更是有加無減，似乎想於戲院重開
之際馬上出擊！但本來這兩部卡士不算
大的電影，放於12月初大檔期前夕推
出，應是明智之舉，不用跟大明星、大
導演的大片正面對戰。現時戲院仍未能
重開，若安排戲院重開馬上公映，就要
跟多部聖誕、新年猛片正面對撼，似乎
不是好事！
首先，擺出強勢姿態，講明「戲院
重開，馬上公映」的《拆彈專家2》
（見圖），有劉德華、劉青雲兩大影
帝戲碼，對觀眾來講有很大的吸引
力，加上首集口碑不錯，今集動作爆

破場面更是進一步升級，相信應是戲
院重開，吸引觀眾進場的一大亮點。
《拆彈專家2》其實已搶先在內地公
映，至今已收了9億元人民幣票房，口
碑亦傾向正面，相信現時對電影公司
來講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加緊留意網
絡平台，阻止影片流入香港市場，否
則會對正式於香港上映的成績構成一
定影響。
本港疫情近日降溫，戲院若能在1

月底重開的話，距離農曆新年還有兩
星期，總算有空間讓之前未能上映的
電影盡快推出。若再延期，就可能要
跟賀歲檔的電影撞個正，屆時就真
的一片混戰。以現時的情況來看，不
少電影公司的宣傳也對影片映期保持
觀望態度，亦為業界帶來不少煩惱，
希望疫情能進一步退卻，為電影業帶
來一絲曙光。 文︰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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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三俠》
繼承了「金裝豪華劇」的缺憾

「「
熒熒
．．
情情
」」

金童玉女——玄彬、孫藝珍

影影片講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正處於權利片講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正處於權利
和驕傲頂峰的美國和驕傲頂峰的美國，，人類學家戴安娜人類學家戴安娜

一邊研究古代地中海文化一邊研究古代地中海文化，，一邊以一邊以「「神奇女神奇女
俠俠」」的身份打擊犯罪的身份打擊犯罪。。因發現因發現「「許願石許願石」」的的
奧秘奧秘，，她必須要迎戰兩大勁敵她必須要迎戰兩大勁敵：：豹女豹女（（TheThe
CheetahCheetah））及麥斯維羅德及麥斯維羅德（（Max LordMax Lord）。）。另另
一邊一邊，，舊愛史汀崔佛因戴安娜的許願舊愛史汀崔佛因戴安娜的許願「「死而死而
復生復生」，」，面對兩大強敵及故人的神秘歸來面對兩大強敵及故人的神秘歸來，，
神奇女俠要作出抉擇才能再次拯救世界神奇女俠要作出抉擇才能再次拯救世界。。

反派角色受歡迎
姬絲汀慧姬絲汀慧（（Kristen WiigKristen Wiig））飾演古怪的科飾演古怪的科
學家芭芭拉邁娜學家芭芭拉邁娜，，豹女的化身豹女的化身。。她是一個受她是一個受
DCDC粉絲歡迎的角色粉絲歡迎的角色，，也是神奇女俠的死也是神奇女俠的死
敵敵。。姬絲汀慧說姬絲汀慧說：「：「當導演派蒂珍金斯當導演派蒂珍金斯
（（Patty JenkinsPatty Jenkins））打給我打給我，，邀請我參演邀請我參演，，我我
立刻就答應了立刻就答應了，，因為我很喜歡第一集因為我很喜歡第一集。。之後之後
看劇本時看劇本時，，就被我角色的轉變就被我角色的轉變，，變得極之邪變得極之邪
惡所吸引住惡所吸引住。」。」而她與神奇女俠之間的而她與神奇女俠之間的「「相相
愛相殺愛相殺」」橋段也飽受觀眾好評橋段也飽受觀眾好評，，無論是兩人無論是兩人
在白宮的激烈纏鬥在白宮的激烈纏鬥，，還是緊張刺激的終極大還是緊張刺激的終極大
戰戰，，都為觀眾帶來極致的視聽衝擊都為觀眾帶來極致的視聽衝擊。。

麥斯維羅德則是由貝哲羅柏斯卡麥斯維羅德則是由貝哲羅柏斯卡（（PedroPedro
PascalPascal））扮演扮演。。貝哲羅因能夠參演感到十分貝哲羅因能夠參演感到十分
榮幸榮幸，，他格外喜歡導演設定的故事發生的年他格外喜歡導演設定的故事發生的年
代代，，笑言笑言：「：「上世紀八十年代到現在都對我上世紀八十年代到現在都對我
影響深遠影響深遠。。這份懷舊情懷這份懷舊情懷，，再加上能夠深入再加上能夠深入
導演創作的電影世界導演創作的電影世界，，誰會不想參與關於神誰會不想參與關於神
奇女俠的電影奇女俠的電影？」？」如他所言如他所言，，八十年代的時八十年代的時
代背景也讓劇組能在電影的風格上有更多設代背景也讓劇組能在電影的風格上有更多設
計空間計空間，，由取景到服裝由取景到服裝，，當然還有復古風格當然還有復古風格
的配樂的配樂——本片的配樂由本片的配樂由《《鄧寇克大行鄧寇克大行
動動》、《》、《獅子王獅子王》》金像得主漢斯季默金像得主漢斯季默
（（Hans ZimmerHans Zimmer））負責負責，，音樂氣勢恢宏音樂氣勢恢宏，，是是
整部影片難以忽略的精彩部分整部影片難以忽略的精彩部分。。

內地口碑不及前作
《《神奇女俠神奇女俠19841984》》在內地上映在內地上映55天後僅取天後僅取

得得11..3939億元人民幣票房億元人民幣票房，，相比於前作相比於前作《《神奇神奇
女俠女俠》》66億元的票房億元的票房，，懸殊較大懸殊較大。。儘管影片儘管影片
中的故事講述保持了一貫的細膩中的故事講述保持了一貫的細膩，，姬嘉鐸姬嘉鐸
（（Gal GadotGal Gadot））仍然展現了全方位仍然展現了全方位、、無死角無死角
的美麗的美麗，，但觀眾認為影片主要情節較為荒但觀眾認為影片主要情節較為荒
誕誕。。片中出現的片中出現的「「許願石許願石」，」，只要對它許只要對它許

下任何心願很快便能實現下任何心願很快便能實現，，前提是許願者需前提是許願者需
要付出沉重代價要付出沉重代價，，但這樣的設定非常模糊但這樣的設定非常模糊，，
導致情節之間的聯繫缺乏邏輯性導致情節之間的聯繫缺乏邏輯性，，且很難不且很難不
令人覺得這與故事發生的背景令人覺得這與故事發生的背景，，即人類現實即人類現實
社會略有違和社會略有違和，，成為觀眾不買單的主因成為觀眾不買單的主因。。
劇情推進緩慢是導致觀眾不滿的另一原劇情推進緩慢是導致觀眾不滿的另一原

因因，，不少人認為全場不少人認為全場151151分鐘的影片中分鐘的影片中，，前前
一小時都是在構建人物之間關係一小時都是在構建人物之間關係，，後一個小後一個小
時劇情才慢慢展開時劇情才慢慢展開。。此外此外，《，《神奇女俠神奇女俠
19841984》》在特效方面亦不盡如人意在特效方面亦不盡如人意，，原本精彩原本精彩
特效應是超級英雄電影的一大賣點特效應是超級英雄電影的一大賣點，，但在該但在該
影片中不少關鍵打戲情節影片中不少關鍵打戲情節，，觀眾認為特效製觀眾認為特效製
作較為粗糙作較為粗糙，，且時長不夠且時長不夠，，將影片製作成將影片製作成
33DD版本顯得意義不大版本顯得意義不大。。

疫情下開畫疫情下開畫 北美票房奪冠北美票房奪冠

原定於聖誕期間於港上映的原定於聖誕期間於港上映的《《神奇女俠神奇女俠19841984》》因疫情原因又再延期因疫情原因又再延期，，早早

前片方華納公司決定在自家流媒體平台前片方華納公司決定在自家流媒體平台HBO MaxHBO Max及戲院同期上映及戲院同期上映，，並宣布並宣布

將會以同樣方法處理原定於明年推出的所有電影將會以同樣方法處理原定於明年推出的所有電影，，引發行業界熱議引發行業界熱議。。在在

20202020年的最後一個周末年的最後一個周末，《，《神奇女俠神奇女俠19841984》》以以11,,670670萬美元刷新了新冠疫萬美元刷新了新冠疫

情爆發以來北美周末票房的新紀錄情爆發以來北美周末票房的新紀錄。。該片上映兩天後該片上映兩天後，，華納公司即宣布將華納公司即宣布將

快馬加鞭打造快馬加鞭打造《《神奇女俠神奇女俠》》系列影片的第三集系列影片的第三集，，導演和主演依舊保持原班導演和主演依舊保持原班

人馬人馬，，讓影迷觀眾非常期待讓影迷觀眾非常期待。。 文文：：黃依江黃依江

《《神奇女俠神奇女俠19841984》》
再添食拍第三集再添食拍第三集

●●羅冰活麗飾羅冰活麗飾
演安提奧普演安提奧普。。

●●「「神奇女俠神奇女俠」」迎戰兩大強敵迎戰兩大強敵：：麥斯維羅麥斯維羅
德及豹女德及豹女。。

●●姬嘉鐸回歸扮演主角姬嘉鐸回歸扮演主角「「神奇女俠神奇女俠」，」，而而
基斯派恩則飾演史汀崔佛基斯派恩則飾演史汀崔佛。。

●●《《神奇女俠神奇女俠19841984》》
北美票房理想北美票房理想。。

●●《《神奇女俠神奇女俠19841984》》原班人馬續拍第三集原班人馬續拍第三集。。

◀◀玄彬在玄彬在《《愛的迫降愛的迫降》》
內的名句內的名句「「這一切並非這一切並非
巧合巧合，，是命運是命運！」！」

▲▲「「元旦情侶元旦情侶」」玄彬玄彬、、
孫藝珍閃到爆孫藝珍閃到爆。。

●●玄彬和孫藝珍拍電影玄彬和孫藝珍拍電影《《智命智命
談判談判》》時時，，已有曖昧關係已有曖昧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