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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月本地電視圈開出一條
「新戰線」，就是大玩「騎
呢」吸引觀眾。有「東涌羅浩
楷」之稱的利愛安，在「港
姐」初選憑騎呢的打扮並帶點

「佛性」的髮型和笑容，竟然獲無綫破格錄
用，成一時佳話。亞視亦緊隨其後，發掘出
一個無論外形和行為更加騎呢的薛影儀（阿
儀）。至於ViuTV亦有「譚仔阿姐」Feel的
堪輿學家七仙羽（見圖）。當然騎呢背後，
亦見到各電視台的手法高低。
先說無綫，每年「港姐」初選都會吸引自

信滿滿，但相貌古怪的女子報名。以往她
們都只會被視為茶餘飯後的娛樂版話題，
無綫今年卻福至心靈，懂得將最具玩味的
利愛安簽下，務求令暮氣沉沉的電視台注
入一點話題性。起初還以為無綫會盡量放
大「東涌羅浩楷」的騎呢屬性，藉以吸引
觀眾的關注（或恥笑）。沒想到電視台竟
大發慈悲之心，為對方作一次外貌大翻新
（的確改造後的「東涌羅浩楷」變得正常
多了），還把她安置在「鎮台之寶」《開
心速遞》擔任常設角色，似乎有意證明大台
有將「玻璃可變鑽石」的本事。就算之後利
愛安瞬間在幕前消失，筆者仍欣賞大台這次
造就素人的「善舉」。
ViuTV在騎呢方面亦有七仙羽這位旗幟般

的人物。一般來說，堪輿學家都會擺出一副
專業形象，而且口齒十分伶俐，以增加自己

說話的可信性。但七仙羽則是一個異數：武
俠小說般的渾號、大媽的外形，一腔譚仔阿
姐的鄉音，加上不時神神化化地講「師傅愛
你」──如果你篤信命理，或會把她當成一
個胡鬧的「神棍」；但若你只是一位尋常觀
眾，卻會視她的「胡鬧」為另類「風水諧
星」。事實上現正播映由七仙羽做主角的
《七救星》，執筆時雖不知收視如何，但風
評普遍覺得節目夠癲夠好笑。我想關鍵正在
於七仙羽為了搞笑而不惜砸爛自己的飯碗：
一個修道之人（她自稱），竟然肯以十分胡
鬧騎呢講都冇人信的方式講及風水命理之
事。這種押上本業的搞笑，大概是七師傅得
到觀眾支持的原因吧？
至於亞視，亦因為捧出騎呢落選亞姐──

薛影儀而得到不少談論。但你知我知大家
知，阿儀只是一個缺乏自知自量的人，她需
要認清自己的情況好好規劃人生，而不是欺
哄她「很紅」，然後把她當成傻仔祭出來供
大眾恥笑。當然你可以說，以阿儀的本錢能
得到大量關注，即使是恥笑，實屬有賺。但
當年自詡為「香港良心」的亞視，在刷存在
感時可否有良心一點？ ●文：視撈人

由池晟、金玟廷、GOT7的
朴珍榮、朴珪瑛等主演的《惡
魔法官》在剛過去的周日大結
局了，劇情反轉再反轉，看得
觀眾大叫過癮。一向是收視保
證的池晟，當然沒有令觀眾失

望，劇集一開播就引起觀眾的熱烈討論。故
事以假想的反烏托邦韓國為背景，透過電視
直播向所有國民如實呈現審判過程，讓全國
人民都能夠參與現場法庭真人騷，全民通過
手機App參與投票決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反
映出發生在真實人生的類似事件，探討何謂
「正義」。
劇中描寫人性的貪婪醜惡，很多充滿現實

感但又令人無奈的困境，每次解決的方法都
很戲劇化，亦引發多角度的思考，大快人心
的同時亦引發不少淚腺。池晟跟編劇文裕皙
早已相識，一次在討論到關於文編劇下一部
作品時，文編劇就表示要塑造一個窮兇極惡
的法官，於是池晟就成為了《惡魔法官》裏
身處亂世的姜耀漢法官，面對惡人沒有任何
寬容，只想盡一切辦法懲罰貪官污吏，但姜
耀漢又好像有着不為人知的秘密。池晟形容
今次的角色似蝙蝠俠：「像是拯救這個時代
的英雄，同時亦是惡魔的角色。」池晟表示
作品結束總是又開心又不捨，為作品也傾盡
全力演出，在感謝支持《惡魔法官》觀眾們
的同時，不忘叮嚀大家注意健康，小心防範
疫情。
飾演姜耀漢陪審法官金佳溫的朴珍榮，其

角色是個敏感不會主動行動的人，心思細
密，會詳細觀察他周圍的世界，角色與珍榮
本身某程度上很相似，彼此都很關心周圍的
人。朴珍榮表示在和池晟一起拍攝的過程中
學到了很多，覺得自己透過這次的演出成長
了不少，也很希望本身在《惡魔法官》中的
角色以及這部作品能夠長久地留在觀眾們的
心中，希望日後自己能夠再以好的作品與觀
眾們見面。

GOT7的隊友一致認同珍榮就像團裏的
「媽媽」，對各人無微不至並不時給予隊友
們溫暖的安慰，而隊友王嘉爾對珍榮的努力
更給予肯定，並表示從沒見過有幾個人像珍
榮般，對自己喜歡的事投入百分之兩百的努
力。由於GOT7今年1月10日全員約滿不續
約JYP，才26歲的朴珍榮之後宣布加盟由李
炳憲創立的BH娛樂。上個月珍榮更發行了
自己作曲填詞的單曲《DIVE》，他希望透
過這首清爽的夏日歌曲，陪伴粉絲朋友們度
過一個炎熱的夏天。
《惡魔法官》是筆者首次看到珍榮的作
品，覺得他在劇中的演繹非常出色。日前有
新消息確定珍榮將會演出人氣網絡漫畫改編
劇集《柔美的細胞小將》，與金高銀、安普
賢、李侑菲、SHINee成員珉豪等合演。期
待朴珍榮歌、影、視三棲繼續有亮眼的演
出。 ●文：蕭瑟

電影《叱咤風雲》（見圖）
即將席捲而來！兇猛渾厚的引
擎聲浪，熱血澎湃的賽車畫
面，由周杰倫（周董）監製，
昆凌、范逸臣、曹佑寧等人主

演。在近期獲得了不錯的口碑與票房，以台
灣少見的賽車題材來說，這片的表現以明星
掛帥可以算是吸引；首先，劇情上雖然走的
是很王道的路線，和一般的勵志/運動類電
影幾乎無異，從主角曾經的意氣風發，再到
落魄過時、東山再起，最後再來一個世代傳
承，基本上全片是維持着這樣的公式在進
行，本身也是職業賽車手的陳奕先擔任導
演，范逸臣就飾演一代車王李一飛，是亞洲
首部對職業賽車有深刻描寫的作品。
賽車模擬器冠軍杜傑克（曹佑寧飾）為了

暗戀已久的女神呂莉莉（昆凌飾）挑戰從未
接觸過的真實賽車，車王李一飛（范逸臣
飾）看他毫無賽道經驗，不過是個愛玩遊戲
的宅男，對他嗤之以鼻，卻沒想到不被看好
的杜傑克竟然有意想不到的表現……

故事圍繞聯盟史上第一個女車手莉莉、賽
車模擬器宅男杜傑克和過氣車王李一飛展
開，機緣巧合下，各懷心事的3人成為了幫
助LIONS車隊重回巔峰的「救命稻草」，
但是在相處合作中，他們卻矛盾頻出，再加
上實力強勁的對手屢屢挑釁，讓他們的前路
充滿未知。內憂外患之下，3人究竟能否實
現成長，完成各自的夢想？ LIONS車隊又
能否再度擁有曾經的輝煌與榮光？
而談到幾位演員的表現，最讓人驚艷的大

概是昆凌，應該很多人都不看好她擔綱女主
角，認為是周董自肥，但這次她的演技明顯
有上升，駕馭一個冷酷的賽車手是很OK
的。至於周董的客串部分，一如往常，他還
是在裝酷呢！ ●文︰路芙

導演：陳奕先
主演：昆凌、曹佑寧、范逸臣、柯有倫、

高英軒
支持指數：★★★★ 好睇指數：★★★
感動指數：★★★ （以5星為滿分）

在回憶世界裏探索線
索的偵探電影，此題材
過去都有拍攝過，新戲
《回憶潛行》（Reminis-
cence，見圖）是一部具

有科幻元素的黑色電影，更像老派偵
探電影路線。男主角為了尋找女友神
秘失蹤的真相，於是走進一個充滿毒
品、黑幫、陰謀的世界。戲種的定位
也讓觀眾感到迷離，若認為懸疑加動
作片，動作場面不是沒有，只是佔整
部戲的比重不高，相反，全片以男主
角旁白引領觀眾潛行，所以形容為
「披着懸疑偵探片外皮的文藝愛情
片」更為適合。
電影故事以經歷大洪水後的地球為
背景，男主角從軍隊退伍後，在美國
邁阿密擔任幫助人們回顧過往回憶的
「回憶店」，在職業的過程中他也收
穫了特殊的緣分，有幸與一位女客戶
成為戀人。然而正當兩人還處於熱戀
期時，某日女主角卻無故失蹤，使他
深受打擊，決心設法追查女友下落，
過程中他卻發現女主角的背景愈來愈

複雜，恐怕沒有他所想
像的單純，在挖掘秘密
的同時，也有種種危機
與謎團出現。
《回憶潛行》是麗莎

采兒（Lisa Joy）自編自
導的首部電影，其膽識
非常過人，將科幻、愛
情、推理、槍戰結合，
影片節奏較慢，尤其以男主角自白引
領故事節奏，雖然拍的是科幻，但手
法上其實比較舊式。若以首次自編自
導的作品來講，影片成績絕對合格有
餘，但就明顯看得出有點太貪，劇本
布局到後半段愈來愈亂，人物關係複
雜得令角色個性模糊，而槍戰動作場
面也變得為了娛樂性而強行堆砌，沒
有其必要性。
男主角曉治積曼（Hugh Jackman）

魅力依然，但是發揮空間不足，全程
都帶着陰鬱的表情，反而女主角帶着
迷離的身份，顯得更吸引觀眾視線。
對香港觀眾來講，能夠見到吳彥祖的
參演，戲中飾演幫會惡霸，雖然佔戲

不算很重，但確實給香港觀眾帶來一
份親切感。雖然本片包裝上看似是科
幻和動作，但⻣子裏其實是愛情和懷
舊，雖未談得上是上乘佳作，但只要
不是錯配期望，也是不乏佳句的好
戲。 ●文︰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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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台騎呢之戰

「「
熒熒
．．
情情
」」

《惡魔法官》朴珍榮演出亮眼

《叱咤風雲》又是賽車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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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潛行》懸疑偵探包裝的文藝愛情

《《復仇殺姬復仇殺姬》》殺氣十足殺氣十足

Maggie QMaggie QMaggie Q 硬闖危地硬闖危地硬闖危地
單挑抗敵單挑抗敵單挑抗敵

影片講述殺手師徒莫迪（森姆積
遜飾）和安娜（Maggie Q

飾）是世界頂級刺客，莫迪在70歲
生日時告知安娜自己身患絕症，命
不久矣，希望安娜去尋找一位神秘
人盧卡斯。調查展開，安娜旋即遭
到追殺，莫迪則在家被刺身亡。安
娜驚覺此事與神秘人有關，決定遠
赴出生地越南追查出真相為師報
仇。孤立無援的她在越南遭受嚴刑
拷問卻仍堅持，然而又遇上曾在書
店相遇的神秘客林布蘭（米高基頓
飾），林布蘭向安娜大施冧功，並
勸她放棄復仇，安娜將如何選擇？

導演貫徹激戰連場風格
曾執導《新鐵金剛智破皇家賭
場》的馬田金寶，今次在《復仇殺
姬》繼續火力全開呈現出激戰連場
的復仇戲。森姆積遜評價說：「馬
田的風格緊貼着劇情發展，他落力
去確保每一場動作場面的動線都是
完美的，令攝影機移動時能夠將角
色的情緒完全呈現在畫面中。」同
時他也提及，馬田金寶非常信任演
員，給予空間讓他們自由發揮。
而Maggie Q則稱馬田金寶是她在

動作電影片種中一直想合作的導
演，因此收到合作提議時，她一聽
到導演的名字就立刻答應了邀約。
Maggie Q表示：「復仇劇情當然緊
湊，但當中也有溫馨輕鬆的情節，
能夠將兩者流暢地連接起來並非易
事，不過這部電影卻成功做到了。
電影的動作場面也很亮眼，我在全
球最佳動作導演之一的指導下，挑
戰了從影以來未試過的武打動
作。」她讚賞導演注重和演員之間的
交流，並且在每一段角色關係中都下
了很多功夫。馬田金寶也表示，
Maggie Q能夠勝任角色，因她的美
越混血背景符合角色「越南出身」身
份，更讚Maggie Q「好打得」！

森姆積遜演活殺手角色
森姆積遜透露他參演《復仇殺

姬》的原因：「自從我拍完《The
Long Kiss Goodnight》之後，就一
直認為女殺手好型！美麗、危險具
攻擊性的人永遠都令人着迷。」他
對對手Maggie Q 亦讚不絕口：
「Maggie很出色，身手了得，同時
也能表現出角色的內心創傷，她的
演繹很悅目。」森姆積遜也分享了

他準備這個角色的過程：「我一直
都有看這類型電影，就從之前看過
的一些角色中，分別抽出一些特質
去塑造出莫迪。」他特意從荷里
活、韓國、中國電影中的冷酷殺手
「取經」，將殺手角色演得似模似
樣。Maggie Q也表示莫迪和安娜之
間有很美妙的情誼：「我和森姆積
遜默契十足，演出時情感自然交
流。莫迪平衡了冷酷的安娜，令她
有一個可以尊敬的人，他不只是撫
養她，他們亦師亦友。」另外，
Maggie Q也不忘大讚69歲的米高
基頓演技勁，在戲中兩人鬥智鬥力
的動作場面，大家不容忽視。
全片大部分外景及廠景都在羅馬

尼亞拍攝，當中比較特別的取景地
是壽西斯古的豪華大宅，那裏曾是
羅馬尼亞總統尼古拉壽西斯古在任
時的官邸。團隊更在一間建於1930
年的紡織廠內搭建了越南場景，並
在場景中添置了60部電單車，數架
復古車，更要在布加勒斯特尋找
200多位亞洲面孔的臨時演員，美
術組更從越南空運戲服到羅馬尼
亞，可謂費盡心機。

星光透視 印花

送《復仇殺姬》換票證

由MediAdvertising (HK) Ltd.有限公
司送出《復仇殺姬》電影換票證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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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票兼註明索
取「《復仇殺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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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高基頓在片中有不
少打鬥戲。

●森姆積遜飾演殺手。●Maggie Q大讚米高基頓演技精湛。

《《新鐵金剛智破皇家賭場新鐵金剛智破皇家賭場》》導演馬田金寶近期帶來導演馬田金寶近期帶來

最新動作電影最新動作電影《《復仇殺姬復仇殺姬》（》（The ProtThe Protééggéé），），影片由影片由

《《特務狂花特務狂花》》性感特工性感特工Maggie QMaggie Q 與漫威終極宇宙的與漫威終極宇宙的

神盾局局長費尼克神盾局局長費尼克（（Nick FuryNick Fury））飾演者森姆積遜合演飾演者森姆積遜合演

殺手師徒殺手師徒，，連場殺氣十足的動作戲份擦出獨特火花連場殺氣十足的動作戲份擦出獨特火花！！

影片已於昨日在港上映影片已於昨日在港上映。。 ●●文文：：黃依江黃依江

●Maggie Q化身女殺神。

●●Maggie QMaggie Q與米高基頓大打出手與米高基頓大打出手。。

●朴珍榮（上圖）表示在和池晟（下圖）
一起拍攝的過程中學到了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