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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達里）於疫情重創電影業
下，英皇電影仍投資 3.5 億元，開拍由四大影帝梁朝
偉、劉德華、任達華及方中信主演的大製作《金
手指》，昨日發布會於最近放寬重開的戲院內
舉行。英皇老闆楊受成透露斥資 3.5 億元開拍
這部有史以來投資最大的港產片，希望能為
香港電影爭光，也預計會為香港電影票房
刷新紀錄。

圖：北山彥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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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皇 投 資 3.5 億 創 港 產 片 紀 錄

●偉仔與華仔
齊齊打金手
印。

朝偉（偉仔）與劉德華（華仔）這對金像影帝
梁組合是繼《無間道》系列後，相隔
18 年再度

攜手合作，演出以反貪為題材的新戲《金手指》。
兩人表現頗老友，昨日於台下不停咬耳仔，上台時
又聯同英皇老闆楊受成、導演及編劇莊文強、監製
黃斌、蔡卓妍（阿 Sa）、任達華及方中信進行打手
印儀式，之後再與其他有份出席的演員包括姜皓
文、錢嘉樂、陳家樂、周家怡、李靖筠、吳浩康、
洪卓立等大合照，場面盛大。於台上接受司儀訪問
時，楊受成坦言在疫情重創電影業之下仍投資 3.5 億
元，講出來也好痛好傷，但相信開拍這部有史以來
投資最大的港產片也是值得的，因為一分錢一分
貨，有兩大天王劉德華和梁朝偉坐鎮，又有好的編
劇和導演，希望能為香港電影爭光，也預計會為香
港電影票房刷新紀錄。
導演莊文強透露，故事以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為背
景，今次也是先約見華仔和偉仔傾談，才打動到兩人
答應演出。偉仔坦言是故事精彩吸引他，而這次合作
感覺好親切，與華仔是從電視劇合作到現在，所以心
情好興奮，華仔則說：「回憶返晒來，故事真的好精
彩，而且角色跟上次不一樣。」有份主演的阿 Sa 笑
言，自己前世應該拯救過銀河系，竟能有幸跟偉仔大
演對手戲，更是未開工已被他的迷人電眼電親。

華仔請教偉仔學滑水

●楊受成寄望
新片為港產片
爭光。

答：「仍在琢磨中，今次文戲會比較多，動作也會
有，但是會劇力萬鈞。」再度合作會否覺得互相有何
改變？偉仔笑說：「我平時好少和同事見面，但我好
佩服華仔，他好用心，因我一直有看華仔的戲，覺得
他有份熱誠和認真，會將件事做到最好。其實我們是
從電視劇《獵鷹》開始合作，這方面他是一直也沒改
變。」華仔有點受寵若驚笑說：「聽到未？我其實跟
偉仔也差不多，與同行很少真正聯絡，我也有留意大
家的作品，我反而想跟偉仔學滑水，拍完戲就約個時
間。」偉仔亦即場答應當教練。

●陳家樂很高
興可與偉仔合
作，而周家怡
亦與華仔有不
少戲份。

偉仔與阿 Sa 有親熱戲
至於戲中女主角阿 Sa 能跟偉仔合作更有感情戲，
她笑不攏嘴表示「發達了」，老闆叫她拍這部戲
時，她真以為要倒貼片酬出來。至於跟偉仔的親密
鏡頭有幾大膽，她笑說：「是劇情需要，不關我
事，不是我自己加的！」偉仔也幫口說：「還未拍
到，未知怎樣程度。」偉仔之前從澳洲完成超級英
雄系列電影《尚氣與十環幫傳奇》，再轉飛上海及
北京為其他電影宣傳，一直沒休息過，現即將又投
入拍攝的工作。
至於戲院初七重開，華仔主演的《拆彈專家
2》首日上映單日票房收 117 萬元，成為開
畫兼單日票房冠軍，華仔說：「希望愈來
愈好，今次重開戲院，也希望疫情降到
單位數再受控，這對電影界也是個喜
訊，希望大家要好好保護自己，便可
以去看戲啦。」而他昨日跟其他演
員不同，佩戴外科口罩，他表示自
己一直習慣戴這種口罩。
任達華表示《金手指》以反貪
為題材，警惕大家做每件事都要
腳踏實地，而他是繼劇集《新紮
師兄》後再與梁朝偉合作，他
表示感覺都幾好玩，他們每個
演員之間都很多互動，戲中又
爾虞我詐，一定會好精彩。方
中信笑言看到這卡士也立刻接
拍，而他跟偉仔對手戲較多，
會於下月才開工。

偉仔華仔天台傾偈

陳家樂衝動想偷拍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達
里）陳家樂與周家
怡有份拍攝《金手
指》，家樂表示農曆年
前已開工拍了一日戲，仍未
有機會跟梁朝偉對戲，他笑
洪
●卓立透露有傳訊息恭喜湯怡。

一眾演員於台上接受台下記者提問。製作費高達
3.5 億元，莊文強指搭景、特技及演員費分別各佔一
億多，至於偉仔還是華仔收得最貴？監製黃斌表示
這要去問老闆才知道。經過 18 年後才有機會再與華
仔合作，偉仔坦言：「當然好開心，有時演員與演
員之間，經過好多次合作才有默契，但還未拍到我
們的戲，我覺得會和以前一樣，會好好玩，難得再
一次合作，我好有期待。」華仔也認同說：「監製
找我，當我看過劇本，就覺得我對手應該是梁朝
偉，別無他選，也真的想拍一部好精彩的電影給大
家看。」問及兩人於戲中所演的角色，莊文強笑
說：「沒對立，亦敵亦友，亦正亦邪。」偉仔即爆
料說：「其實今次算是《無間道》中倒返轉，是正
邪之戰的倒轉。」
笑問兩人會否像《無間道》鬥戲上到天台？偉仔笑

梁朝偉劉德華
相隔 18 年
再鬥戲

道：「因為導演話要幫我調節好先，等
我可以進入狀態。」家樂稱與偉仔比較
多對手戲，由於之前未見過面，拜神時
第一次見他已有心跳感覺，更不敢拍
照，他說：「因為我們在天台拜神，見
偉仔和華仔傾偈，畫面好像 20 年後《無
間道》重聚，好想拍下這個畫面，但又
不敢。」家樂稱導演已叮囑他演戲時千
萬不要驚，因為一驚就會輸。問到對演
出是否有很大壓力，家樂說：「是一種
期待，因為都是看偉仔的電影長大。」

洪卓立不出席湯怡婚禮
周家怡就表示到 3 月才加入劇組，與
華仔有不少對手戲，她說：「離遠看到
他已經有心跳感覺，希望到時演出會淡
定一些。」家怡稱戲中也有動作場面要
在車廂內拍攝，笑問是否愛情動作戲份

時，她笑道：「是真的動作戲，有危險
性的，當然最好什麼都有，我不會揀來
拍的，哈哈。」
洪卓立有幸與梁朝偉、劉德華等影帝
合作，他笑言收到消息時在家尖叫到面
紅耳熱，加上第一次見梁朝偉真人，感
覺既緊張又有壓力。提到舊愛湯怡與麥
秋成閃婚兼雙喜臨門，洪卓立大方祝福
他們，笑稱怕電話鈴聲驚動胎兒，只傳
訊息恭喜湯怡。問到事前知否湯怡跟麥
秋成拍拖，洪卓立不願多談，只說與湯
怡分手後仍保持朋友關係，可惜對方婚
禮當天有工作未能到賀。至於他有沒有
新戀情，洪卓立稱現時要專注拍好電
影，因為完成《金手指》後又有另一部
新片開鏡。

姜皓文飾演大馬華人

●黑仔透
露片中有動作場面
要應付。
●蔡卓妍站在梁朝偉與劉
德華中間，變成了小粉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
里）有份參與《金手指》演出
的姜皓文（黑仔）和錢嘉樂，
黑仔對牛年第一份工作就可以
跟劉德華、梁朝偉合作感到十分
開心，而且與他們分別有對手戲，
都要用不同的演繹方法。笑問面對
兩大影帝有沒有壓力，身經百
戰的黑仔笑言單是出席記者
會已有壓力，希望可以自
己站中間跟華仔、偉
仔「集郵」合照留
念，因為這種
卡士很

少機會遇到。由於電影故事十分保
密，黑仔只透露他演出一名馬來西
亞華人，但就不用講馬拉話，當中
也有動作場面要應付。

錢嘉樂不急回巢 TVB
提到近日戲院重開，黑仔有份演
的《拆彈專家 2》暫領先票房，他
高興電影取得好成績。他說：「希
望牛年開始各行各業都轉好，百花
齊放，人人有工開，大家都不需要
再戴口罩。」
兼任動作設計的錢嘉樂透露片中
飾演警察，與偉仔會有對手戲。提

● 錢嘉樂稱早前有跟
曾志偉吃飯見面。
曾志偉吃飯見面
。
到好友曾志偉返 TVB 做高層，嘉
樂坦言自己仍心在電影，未必隨志
偉回巢，他說：「這些交給志偉
吧，等他返去開吓會先，不急
的。」嘉樂稱早前有跟志偉吃飯見
面，因大家太久沒見，都沒有多談
工作事宜，如果將來對方開聲叫他
幫手，他都一定會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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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 Kardashian 申請與 Kanye West 離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美國真
人騷紅人兼名媛 Kim Kardashian 被爆
已向洛杉磯高等法院訴請與饒舌天王
Kanye West 離婚，結束維持近 7 年的
婚姻。Kim 的發言人已經證實上述消
息 。 此 前 ， 有 美 媒 就 報 道 Kim 與
Kanye 已經分居數月。據知，Kim 要
求跟 Kanye 共同擁有 4 名子女的撫養
及監護權。
Kim 與 Kanye2014 年結婚，成為全
球最具知名度的夫妻之一。近年
Kanye 躁鬱症復發，而 Kim 亦曾透露
任何人患上這個病或有親人患上這個
病都知道諒解是多麼的複雜和痛苦。
有美媒指，Kanye 無預警地在沒有勝
算且不斷引發爭議的情況下投入政
壇，也是導致婚姻觸礁的主因。去年
Kanye 參 選 美 國 總 統 大 選 ， 語 出 驚

人，曾在競選宣傳活動中，爆出當時
Kim 懷有女兒 North 時，曾想過要求
她墮胎，哭訴自己差點殺死了女兒。
他也曾發了一些推文，指控他的太太
及岳母企圖把他鎖起來，並暗示自己
正在尋求離婚。

● Kim Kardashian 與 結 婚 6 年 多 的
Kanye West踏上離婚之路。 美聯社

章子怡拍《上陽賦》摔傷片段曝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芬）章子怡早前拍攝的第一
部電視劇《上陽賦》已播放
完，汪峰曾透露妻子章子怡
為了拍這部劇而肩部受傷。
近日網上才曝光了她受傷的
花絮片段。從鏡頭所見，章
子怡在奔跑的過程中袖子被
●章子怡早前拍古裝劇意外受傷。
勾住了，加上地面比較滑，
網上圖片
因而摔倒。只見工作人員都
急忙扶起她，為她繫上繃
帶，敷冰塊，章子怡仍然強
忍痛楚和淚水。最後，章子
怡被送去醫院，醫生指其肩
膊脫臼，汪峰也有趕過來看
望。其後章子怡堅持拍戲，
帶傷拍完了全程。這份敬業
●章子怡受傷後表情痛楚。 網上圖片
精神實屬可貴。

陳嘉佳無奈身形影響姻緣
香港文匯報訊 現年36歲、肖
牛屬本命年的陳嘉佳（細細粒）
接受電台訪問。由細到大因肥胖
一直備受欺凌的細細粒，2009年
因做電影臨記獲王祖藍賞識，繼
而憑 2013 年《老表你好嘢》細
細粒一角爆紅。近3年，細細粒
亦因經理人王祖藍關係成功開拓
內地巿場，又上央視《星光大
道》，又做美食帶貨達人，抖音
累積超過40萬粉絲，於娛樂圈殺
出一條血路。
節目中，細細粒坦承視祖藍
為人生伯樂兼親如阿哥，但她
眼中的祖藍，不像外人眼中的
和善搞笑，細細粒說：「他是
好人，但好惡㗎！或者他對我
要求高，經常很惡的鬧我，不

過其他人我不會信，只會全相
信他。」
至於有指 36 歲生肖屬牛者桃
花運會不俗，對此，細細粒指
自己對感情再沒幻想：「男人
一定對我身形有標籤，外表我
一定輸晒，我找過不少相士看
過，十個有九個話我姻緣運極
差。」細細粒坦承從未試過拍
拖，但就曾經單戀過一位異
性，但可惜人家只當她是朋
友。

●陳嘉佳
做了美食
帶 貨 達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