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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全景拍攝
電影《六月的秘密》講述一段發生
在唐人街華人父女身上的感人故
事。故事主人翁 Charles Bao（郭富城飾）
和小珺（苗苗飾）在唐人街一起生活，相
依為命，天才大提琴手小珺在追逐夢想的過
程中意外發現自己的身世疑團，牽扯出的一
個動人故事。一宗二十年前錯綜複雜的案
件，身邊的每個人都牽涉其中，每個人都有
着不能說的秘密，而逐漸浮出水面的真相遠
比美麗的謊言更讓她糾結。而電影《六月的
秘密》的導演王暘相當才華橫溢，此劇本不
僅入圍2016年奧斯卡舉辦的Nicoll Fellowship

■李宇春

新華社

半決賽，還入圍聖丹斯電影節的 Screenwriters Lab 複賽以及2017年金馬電影節創投會，
因此這位新導演和其電影，均值得期待。

吳建飛讚城城十分隨和
作為影片的主創人員，郭富城、苗
苗、吳建飛三人在發佈會上分別分享影片
籌備中的趣事。郭富城在台上分享稱他在
拿到劇本後，就被故事深深吸引，也被故
事中的父親角色所感動，因為他未演過這
種不一樣的爸爸，所以看完劇本立下答應
接拍，並且希望多些支持新導演，為影圈

■混血美模水原希子行紅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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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

蕭潤邦嘲未婚妻身材
是馬來西亞人，所以一有空便回去。
另外，談到之前有傳亞視高層有人事變動
及老闆關水喉？ 華倩稱不擔心，對亞視有信
心：“因公司每個月都準時發薪，都知道吳雨
向來都是顧問身份，希望大家給時間 ATV 去重
生。”

三位，還有不少實力派好演員加入演出。

奧斯卡影后茱莉安摩亞撐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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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日紅地氈上，混血美模水原希子
不斷華麗轉身，似乎心情不錯。此外，同場
還有獲品牌邀請撐場的內地女星李宇春，至
於 國 際 紅 星 方 面 就 有 名 模 伊 連 娜 （Irina
Shayk）與奧斯卡影后茱莉安摩亞（Julianne
Moore）撐場，Justin Bieber 的名模前女友
Chantel Jeffries 亦挺胸上陣，至於《Leto》首映就有女星以透視裝透出胸
前兩點，出盡花招搶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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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康城電影市場
中國電影人積極探索海外市場

新華社
康城電影節正在
火熱進行，中國導演賈
樟壟新作《江湖兒女》將
參與金棕櫚獎角逐。賽場
外，中國電影人在電影市場上
積極推動國產片“出海”，開
展國際交流，尋求合作機會。
與往年一樣，中國電影海外
推廣公司是帶領國產片進行海外發
行的領軍力量。據工作人員介紹，
今年推出了《雲上日出》、《舊
人》、《尋找雪山》，動畫片《生
死鬥牛場》、《嘻哈英熊》等80餘
部影片，並準備了英文影片介紹
冊。
業內人士認為，儘管國產影片
的成本回收主要依賴國內市場，但

■江若琳與未婚夫蕭潤邦到亞視大埔總台接受
節目《今晚見》訪問。

享有跨文化傳播的先天優勢，‘出
海’前也都會做好配音，避免因為
依靠字幕而影響外國受眾觀影效
果。”
在中國電影人看來，康城電影
市場是開展國際影視交流與合作的
良好平台。“除海外發行和購買影
片外，我們也希望以電影市場為平
台尋求合拍等各種形式的國際合作
項目。”何原說。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國電
影人在努力拓展海外市場的同時，
還聚焦世界電影技術的最新發展與
交流。作為一家從事影視特效及後
期製作的專門機構，北京華躍龍影
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在展位上播放的
特效影片吸引了不少業內人士駐
足。

一批批中國影片躋身國際市場，顯
示出中國電影人注重海外市場反
應，並擁有不斷增強的海外發行意
識。
上海華人影業有限公司工作人
員何原告訴記者，康城電影市場的
中國參與者正在發出更大的聲音，
國際同行也更加關注中國。目前，
中國推向國際市場的影片類型豐
富，品質也在不斷提高，並得到越
來越多的國際買家認可。
據她介紹，華人影業已是第三
次在電影市場設立展位，本次主要
推 薦 電 影 《 戰 狼 2》 、 《 動 物 世
界》，動畫片《大鬧西遊》等近 20
部影片。“國產動作片和動畫片很
受國際市場的歡迎，如《戰狼 2》
國際發行就非常順暢，而動畫片則

吳鎮宇逼婚佘詩曼
香港文匯報訊 電影《洩密者們》日前在北京舉行
發佈會，主角吳鎮宇、張智霖（Chilam）和佘詩曼均有
出席，分享拍攝趣事，引起現場粉絲尖叫不斷。三位主
角在發佈會上介紹角色，佘詩曼飾演一位“不怕死”的
記者，吳鎮宇和張智霖都是警員，兩人異口同聲表示，
“我們只有國籍的區別”。事實上，三人曾多次合作，
是廣大粉絲心目中的經典組合。談到今次合作，吳鎮宇
表示，“我們幾個人在拍攝時非常默契。”張智霖則開

玩笑指，“我們合作完全不會膩。”
發佈會上更有“敢說”遊戲環節，以帶出幾位主
角在電影中不顧生死也要尋求真相的精神；作為藝人，
這個環節就是給機會他們平反，對娛樂圈虛假新聞說
不。吳鎮宇搞笑地將矛頭指向阿佘，“該結婚了，這個
應該給阿佘。”還開玩笑指她脾氣差，後又自稱與張智
霖“不和”。張智霖則為自己發聲，“我是有演技的，
不止是帥”，令全場笑聲不絕。

安仔自認投資較妻進取

曾華倩兒子高191公分
曾華倩早前偕同 19 歲兒子遠赴馬來西亞，
在機場巧遇袁文傑、鄭浩南及吳家樂，談到兒
子比袁文傑還要高，她指兒子現在高約 191 公
分，若不是站在袁文傑旁邊，都不知兒子那麼
高。問到兒子可有拍拖？華倩就沒有透露，表
示順其自然。華倩又指十幾年後再見鄭浩南，
感覺對方沒以前高大，她笑說：“不知是他縮
水，還是我再度發育增高了。”她謂對方老婆

■郭富城
郭富城((右)和苗苗
和苗苗((中)首度演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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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新血，郭富城表示，今次女導演王暘
雖然是新人，但是創作劇本能力非常之
高，希望她努力拍出好成績。
至於苗苗則透露，因在影片中飾演的
是一位唐人街天才大提琴手，為確保影片拍
攝順利，兩個月前已經開始苦練大提琴和英
文，相當用功。而新銳演員吳建飛坦言能跟
影帝郭富城合作既期待又緊張，因之前兩人
曾經合作過，並表示郭富城私下十分隨和，
沒有架子，很給機會新人，而且好肯分享，
而工餘卻像一個大孩子。他今次演警員，是
戲中案件關鍵人物，很有挑戰性。除了上述

江若琳帶多套泳衣外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江若琳
（Elanne）與未婚夫蕭潤邦（Oscar）日前到亞
視大埔總台接受節目《今晚見》訪問。二人剛
由馬爾代夫預支蜜月返港，Oscar 表示經過這次
旅行，發現自己的弱項：“十年前潛過水，以
為這次沒問題，但今次發現自己除了畏高、暈
車暈船浪之外，一直都潛不下去，惟有陪
Elanne去潛。”
他笑言坐在船上都不停幻想 Elanne 上不回
來，他說：“我小時喜歡看《大白鯊》，教練
叫我留意水上的泡沫，Elanne 會在泡泡的位置
上來，真的很怕泡泡不見，不見了就上不回
來。”Elanne 透露此行帶了多套泳衣，問到 Oscar 見到未婚妻穿泳衣是否會頭暈？Oscar 搞笑
說：“穿上（身材）就沒了，明明是女裝穿上
身變男裝。”Elanne 即笑罵他很壞。談到近日
有網民指 Oscar 長得像張智霖，Elanne 就笑說：
“他就想喇！”Oscar亦自覺不似。

■郭富城新電影《六月
的秘密》
密》在康城受注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
許志安（安仔）日前出席銀行活
動分享理財心得。受訪時，安仔
透露自己與太太鄭秀文（Sammi）
是分開投資的，並不會交換心
得：“我們的理財方向不同，我
是較進取，她投資樓多些，我就
股票多。”他認為投資最重要是
防止貶值，但真正保本還是努力
工作。他謙稱自己不算精明投資
者，更坦言試過虧錢，幸好不是
全副身家。問他是否賺夠能退
休？他自認貪心，覺得永遠都不
夠，加上在演藝上還有想追求的
夢想，所以永不言休！他亦怕退
休後會好悶，沒有衝擊。對於
Sammi 拍另一銀行的廣告，二人
可算打對台？安仔說：“我覺得
不是打對台，大家都有不同的工

作。”至於可會夫妻檔拍廣告？
安仔表示沒想過，亦沒人邀請。
此外，安仔剛完成加拿大慈
善演唱會，更與表弟首次見面，
笑指對方的樣子比自己老得多：
“我拿票給他時，在想到底他是
表弟還是舅舅？我們之後跟舅舅
都有一齊吃飯。”

■《洩密者們》於北京舉行發佈會。

余文樂喜當爸爸

■余文樂上載寶寶小
手照報喜。

香港文匯報訊 恭喜！恭喜！36 歲余文樂當
爸爸。樂仔太太王棠云日前產子，當日傍晚，余
文樂上載寶寶小手照承認老婆生了，留言說：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Cody Yue 爸爸今天看到你
出來的時候真的有種難以形容的開心。感恩你和
媽媽都安全沒事，謝謝我太太，媽媽真的很偉
大！！”相信這是王棠云最佳的母親節禮物！

諾貝爾獎得主

Bob Dylan 8月港演唱

■許志安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傳奇民謠音樂人 Bob
Dylan，自 2016 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後，首度
再臨香江演出，於 8 月 4 日假會展舉行專場音
樂會。Bob Dylan 7 年前曾赴港開唱，兩場演
唱會均全場爆滿。8 月演唱會門票將於 14 日公
開發售，票價最貴為港幣1,288。

■Bob Dyl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