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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 港 成
長 、 11

歲移居英國的港產足球小
將戴偉浚，憑藉在青年軍

的出色表現，今年5月獲英甲球會貝
利予以職業合約，而這名極具天分的
中場球員，近期在季前備戰以出色表
現獲領隊奇勒讚賞，會方更在與其簽
下首份合約後約2個月再開出3年長
約，戴偉浚在19日動筆簽約確定留隊
至2020年。貝利此舉顯然是對戴偉浚
的能力及表現予以認可，簽下長約某
程度代表這名小將受到奇勒重視。

第二名港人踢英職業賽
戴偉浚生於香港，自小在前香港

青年軍的父親耳濡目染下於4歲開始
接觸足球，先加入東方青年軍，為了
可以有更多出國比賽的機會，其後加
入香港巴塞足球學校訓練。初時踢中
後場位置的戴偉浚表現搶鏡，並顯示

出領導能力獲教練委任為隊
長，他曾隨香港巴塞足球學校
到西班牙及波蘭等地參與青年
賽事，令戴偉浚在同齡的香港
球員中亦是比較突出的一個。
戴偉浚於11歲便隨父親離開香
港移居英國接受高水平的足球
訓練，同年加盟英冠雷丁青年
軍並入讀布萊菲爾德學院。
戴偉浚4年後透過球探發

掘到英甲貝利青年軍試腳後正
式加盟，起初戴偉浚在體力型
的競爭下連搶一個後備席都很
困難，但他為了爭取出場機會
比任何人都努力尤其特別做體
能等的額外訓練，最終使他在
中場搶佔一席位，這反映其在青少年
賽事的不俗表現。貝利在今季宣佈11
名一隊成員離隊而重組球隊，亦間接
令戴偉浚獲得職業合約，新季將穿起
貝利的25號球衣為球會征戰英甲，亦
是繼名宿張子岱後第二名在英國球壇
獲職業合約的香港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馬貝利加盟北控男籃
19日，CBA

球隊北控男籃宣
佈前NBA名將
馬貝利已經確定
加盟，而下一賽
季也將成為這位
已經 40歲的老
將的最後一個職
業生涯賽季。在
正式簽約之後，
馬貝利發表了長文，他感謝北控給了他留在北京的
機會，並表示會盡快和北控主帥丁偉見面，並融入
球隊。“雖然我已經40歲了，但我身體裡仍然留存
着能量。我將把我所有的能量，都留在下賽季的賽
場上，我將為北控男籃傾盡所有。”馬貝利表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香港七欖明年門票加價8%
香港欖球總會19日宣佈來年的“2018國泰航

空/滙豐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將是自2014年以來
首次調整票價。2018年門票售價將調高百分之八或
每張單日門票提高港幣50元正，亦即3日套票每套
新價格為港幣1,950元正 (2017年價格為港幣1,800
元正) 。至於門票公開發售日期將於稍後公佈。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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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必
定是上世紀六、七十年
代叱吒香港球壇的球星
張子岱(阿香)（見圖）。
在1960年“阿香”經當
時身兼電台及《英文虎
報》球評家的麥他維殊
推薦，遠赴重洋，効力
當時的著名英格蘭甲組
聯賽(當年英格蘭最頂級
聯賽)勁旅黑池，因而成
為第一位効力歐洲頂級聯
賽球會的華人球員，此事
亦為香港球壇引以為傲。
由於當時黑池的領

隊蘇雅爾喜歡重用年紀
大而名氣響的球員，年
僅19歲的“阿香”只被
安排在預備隊上陣，兩
年間共上陣43場，射入
23 球。1961 年 1 月 14
日，“阿香”首次披甲
代表黑池一隊出戰狼
隊，但球賽僅進行了9分

鐘便因濃霧而被腰斬。同月“阿
香”終於正式為黑池一隊上陣對
保頓，戰果1:3落敗。1961年11
月25日，張子岱第二次為黑池一
隊上陣，對手為錫周三，再次負
1:3，但“阿香”為黑池射入破
蛋，射破英格蘭國腳門將史賓格
的大門，是首名也是唯一一名在
英格蘭頂級聯賽取得入球的香港
球員。不過在1962年黑池更換領
隊後，因為缺乏上陣機會及思鄉
情切，“阿香”提前與黑池解約
返回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2017年國際泳聯世錦賽19日
在匈牙利布達佩斯繼續進行。中國
隊在花樣游泳集體技術自選決賽中
摘得銀牌，跳水混合全能決賽無緣
獎牌。花游比賽時間接近正午，室

外場地溫度上升得很快。中國姑娘
在灼熱的陽光下演繹一曲《貝加爾
湖》，獲得94.2165分的高分，與
冠軍俄羅斯隊分差不到2分。中國
姑娘們賽後表示，花樣游泳是俄羅

斯隊的主打項目，一直在向俄羅斯
隊學習。這次技術自選配樂採用
《貝加爾湖》，就是為了增進自己
對音樂和藝術的體會。
當日晚間的跳水混合全能比賽

中，曾取得世錦賽三連冠的中國老
將邱波攜手1999年出生的陳藝文
參賽。然而，兩人發揮欠佳，總成
績排名第六。這一項目自2015年
喀山世錦賽設置以來，再一次成為
“中國隊世錦賽上沒有奪金的項
目”。 ■中新社

國際泳聯世錦賽 中國花游集體摘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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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季前集訓表現出色續有進步
17歲香港足球小將戴偉浚，19日獲英格蘭甲組足球聯

賽球隊貝利，開出3年職業合約。貝利在聲明中表示，戴

偉浚11歲來到英國，被球探發掘邀請加入青年

軍，其間持續進步，在今個夏天的季前

集訓，更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因此與戴偉浚續約3年。

體 人 物

■■馬貝利馬貝利((左左))加盟北控加盟北控。。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戴偉浚(中)獲
貝利續約3年。

網上圖片

■■1717歲香港足歲香港足
球小將戴偉浚球小將戴偉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戴偉浚
在訓練中。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英
超亞洲盃利物浦、李斯特城會師決
賽！在近四萬名球迷支持下，香港大
球場19晚氣氛儼如真正英超賽場，獲
得一面倒歡呼的利物浦(紅軍)亦沒有讓
球迷失望，以2:0力克水晶宮晉身決
賽，將與互射12碼擊敗西布朗的李斯
特城(李城)爭奪冠軍。

“利粉”將大球場變晏菲路
入場近四萬名球迷當中大部分

是利物浦“粉絲”，未開賽已將香
港大球場化成一片紅海恍如置身晏
菲路主場，賽前更全場大合唱會歌
“You'll never walk alone”，場面
震撼，“紅軍”主帥高洛普上半場
先以新兵沙拿、費明奴及史杜列治
於前線掛帥，中場則起用傷癒的軒
達臣及拉蘭拿，而水晶宮亦強陣出
擊派出賓迪基及韋費特沙夏，上半
場雙方互有攻守但未能把握機會打
成0:0平手。換邊後利物浦換入古

天奴攻勢即大有改善，先有世青金
童蘇蘭基禁區外勁射得手為“紅
軍”打開紀錄，其後奧歷治門前再
建一功成2:0完場。

晉身決賽的利物浦對手將是擊敗
西布朗的李斯特城。西布朗在另一場
賽事中，上半場一度憑積洛迪古斯的
妙射一度領先，不過其後馬列斯個人
表演為“李城”扳平，最終“李城”
於互射12碼以7:6擊敗西布朗取得決
賽席位。

英超亞洲盃英超亞洲盃 紅軍紅軍李城李城會師決賽會師決賽

■■馬列斯馬列斯((左左22))為李斯特城建功為李斯特城建功。。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利物浦占士米拿利物浦占士米拿((左左))與水晶宮韋費特沙夏鬥與水晶宮韋費特沙夏鬥
法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攝攝

縱不滿引援失色
干地更新車仔合約
英超球會車路士19日官方宣佈，已跟冠

軍主帥干地簽了新合約，合約維持2019年屆
滿，但據悉薪酬方面有所上調。不過，對於
今夏引援的進度，據指干地依然非常不滿。
隨着引進奧巴美揚觸礁，干地暫時也不希望
失血過多，有傳他正游說法比加斯留隊。
“車仔”宣佈，干地已更新餘下的兩年

合約條款，這是對他上賽季初到英超即領軍
勇奪冠軍成績的肯定。不過，有消息指，除
了薪金提升了，原本估計干地會續約到2021
年卻沒能成事。始終相對於曼市雙雄、阿仙

奴和利物浦，“車仔”今夏在增兵方面明顯
較為失色，干地是對高層有所不滿。

簽奧巴美揚失敗游說法比留隊
德甲豪門多蒙特19日宣佈，盛傳被干地看

中身陷轉會風波的當家前鋒奧巴美揚，下賽季已
確定將繼續為“蜜蜂兵團”効力。干地暫時不希
望球隊有過多球員離隊，上季淪為後備兵的法比
加斯，據悉已獲得干地游說留隊，並承諾他會保
證有足夠的正選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干地上賽季初到英超執教干地上賽季初到英超執教，，第一年便成功帶領車路第一年便成功帶領車路
士稱霸聯賽士稱霸聯賽。。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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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展首日即減價催谷買氣
1元本每袋百元任裝 慈母“大加碼”斥萬元掃故事書

集齊8印章 隨時贏機票遊日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

浩賢）今屆書展以“旅遊”為年度
主題，日本國家旅遊局在會場內特
設大型“閒式遊日本”（Yuruta-
bi）體驗館，並於19日舉行啟動
禮，館內呈獻一系列體驗型活動及
展覽，包括讓港人以VR虛擬實境
技術遊覽著名日本景點。

港人“醉”愛遊日 連奪三冠
該局19日即場公佈最新港人遊

日數字，報告指今年首5個月已有
逾88萬名港人訪日，較去年同期上
升25%，而港人更榮登3項旅客排
行榜首，包攬遊日人口比例、重複
遊日次數、及平均每晚住宿消費額
的冠軍。
日本國家旅遊局香港辦事處所

長藥丸裕指出，去年有近184萬名
港人訪日，即每4名港人就有1人
曾去日本，故香港是全球遊日人口
比例最高的城市，當中20.7%港人
在去年有10次或以上遊日經驗，
59.8%港人去年曾遊日2次至9次，

是全球重複遊日次數最高

的旅客，而港人平均每晚住宿消費
額高達1,763元（港元，下同），
較第二位新加坡的 1,414 元高
24.6%。他指港人消費力強，近年
不少香港年輕女性為美容理髮、購
物及賞花而經常遊日，帶動日本美
容護膚品的銷量。
藥丸裕又指，港人去年在日本

自駕遊的比率亦高達17.5%，拋離
以7.1%排第二位的泰國。他續指，
港人到訪大阪府的人次首度超越東
京，遊日經驗豐富的港人亦逐漸跳
出大城市，轉為到沖繩縣、福岡縣
等近郊縣府旅遊，旅程規劃漸趨深
度化。
該局更獲香港快運航空贊助，

於書展期間展開機票大抽獎活動，

入場人士只要於體驗區內的攤位集
齊8個印章（見小圖），並上載至
該局的網站，即可參加抽獎贏取日
本來回機票及Wi-Fi Egg租用禮券
等。該局亦在書展會場內設置大型
體驗區，內容包括自創集章護照、
旅遊書作家分享、及以VR虛擬技
術遊覽日本景點等，讓生活節奏急
速的港人體驗“閒式遊日本”，紓
緩緊繃的精神狀態。

香港快運推1元優惠機票
香港快運航空市場經理Mi-

chael Lim表示，該公司首度跨平台
與KLOOK合作，推出1元優惠機
票及多項日本旅遊產品買一送一優
惠，配合港人愛遊日本的趨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一連 7天的第二十

八屆香港書展於 19日上午

10時開鑼，逾百名市民排隊

等候，排頭位的杜先生飛奔

至場內攤位，期望能買到作

家林詠琛的親筆簽名新書。

有母親與女兒進場購買故事

書，透露今年預算會“大加

碼”，由去年的 4,000 元

（港元，下同）勁增至

10,000元。不過19日現場發

現，不少書商罕有地在首日

已劈價，六折、七折、100

元一袋任裝及 1元書等標語

隨處可見。有書商直言“今

年都比較心急，期望劈價製

造氣氛帶旺個場”，以刺激

港人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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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江龍搶灘 金庸電子書980元任閱
電子科技與生活息息

相關，輕巧方便的電子書
令人類改變閱讀習慣。電

子書在外國已十分普遍，但香港仍處於初步
及認知的階段，今年書展至少有3個攤位專
門售賣電子書，分別是始祖Kindle、台灣的
Moolnk 及內地的 Boox，期望搶攻香港市
場。有代理書商向記者表示，已跟電子版金
庸書的版權人溝通好，市民能以 980 元
（港元，下同）購買金庸“飛雪連天射白
鹿、笑書神俠倚碧鴛”一系列的電子書，不
用在圖書館苦苦“追尋”，又認為電子書將
成為熱潮。

Kindle：盼競爭“做大個餅”
電子書始祖Kindle先在2007年於美國發

行，及後到其他地方出售，至今已普及至亞
洲，其標榜無紙化、電子墨水及無藍光閱
讀，輕巧方便亦能載有眾多書本。

不過，電子書在香港仍未普及，部分港
人對此認識不多，Kindle代理商負責人簡先
生指出，隨着科技發展，港人閱讀風氣亦由
實體書改為電子書，“出街唔使咁重”，對
電子書的需求近年增強。

他續稱，過去6年在書展也有推介電子
書，發現不少家長也會買電子書給子女，期
望他們可以多看書。

被問到場內有不同品牌的電子書，會否
擔心競爭增加？簡先生稱，多些電子書是好
事，期望可以“造大個餅”，又認為香港的

電子書市場仍有發展空間，期望能以新方式
推廣閱讀風氣，吸引更多年輕人閱讀，從小
培養閱讀文化。

Moolnk：電子書將成大勢
引入台灣電子書Moolnk的聯合電子出

版有限公司電子書中心副經理黃民杰表示，
港人多數喜歡閱讀生活化及工具書為主，如
煮食、旅遊、養生及風水玄學等。

據該公司的電子閱讀平台及應用程式
近年分析發現，有80%的港人都愛看金庸的
武俠小說，“但在圖書館經常會找不到中間
幾冊，要等好耐先睇到”，故與電子版金庸
書的版權人溝通好，市民能以980元購買金
庸“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一
系列的電子書。

黃民杰續稱，部分港人傳統閱書心態
是“有用時會搵書，冇用時就不太理會”，
但認為電子書將成為大勢，現時有中小學校
及國際學校都使用電子書，讓學生閱讀，從
小培養閱讀習慣，可提升香港的閱讀文化及
風氣。

Boox加入戰場 最廉售798元
來自內地的電子書Boox今年亦加入戰

場，推出3個不同大小的電子書，售價由
798元至4,498元，其負責人阿智認為，電
子書有很大的發展潛力，不擔心競爭對手增
加，反而認為可以刺激行內及技術進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藥丸裕（後排左二）19日出席“Yurutabi體驗館”啟動禮。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林浩賢 攝

■排頭位的杜先生（藍褲）19日飛奔至場內攤位，
期望能買到親筆簽名新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書商王淑蓮表示，今年改在開鑼日立刻推出100
港元任執書吸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攝

■■有書商在書展開鑼日已劈價有書商在書展開鑼日已劈價，，期望吸引更多期望吸引更多
市民入場買書市民入場買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排頭位的杜先生19日晨6時已到場，
期望購買作家林詠琛的親筆簽名新

書《姓名遊戲》及香港漫畫家盧熾剛
（cuson）等書籍，預料花費近1,000元。
他笑稱，“不過通常都會超標，超過

1,000元。”去年也是排首位的他認為，
今年首日排隊情況較去年為少，可能港人
不再爭先購書而是慢慢選，而今年書展主
題“旅遊”對他的影響不大，認為對沒有
明確目標的到場者才有指導作用。

冀刺激7歲女求知慾
高太與7歲的女兒19日晨9時多到

場，期望購買故事書、兒童科學讀物等書
籍，預料花費近1萬元，較去年的4,000

元大增。高太表示，因為女兒對科學及故
事書有興趣，期望能刺激女兒的求知慾及
增進相關知識，故今年較願意花費。

大學應屆畢業生劉小姐則表示，打
算花500元左右訂購美容雜誌、文學及
藝術書籍。
首日場內未算人山人海，但在正午

及傍晚時亦出現人潮。雖說今年消費氣氛
慢慢回升，港人的購買力慢慢回復，但有
書商在書展首日立即劈價，六折、七折、
100元一袋任執等標語隨處可見。
連續參展近10年的樂文書店便以七

折至九折招徠，其負責人林小姐表示，港
人閱讀風氣及文化改變了，部分人不喜歡
實體書，或抱着“有需要才會找書，沒需

要便不太理會”的態度，小書店愈來愈難
做。
林小姐表示，要售賣受歡迎的旅遊

書吸引顧客停留，藉此讓客人發現其他
書籍，以帶動銷情。她認為，整個閱讀
風氣要靠社會、政府及市民多方配合，不
是一間小書店可以改變到，又認為閱讀可
以令人的溝通及思維能力改進，應由小做
起，把閱讀文化植根。她續稱，對書展
銷情有信心，但天氣不穩定影響人流時
或會影響銷情，期望天公作美。

挽救銷情 首日即冧價招徠
超媒體出版有限公司項目經理王淑

蓮表示，以往在書展中後期才推出的100

元任執書活動，今年決定改在首日即推
行，“期望搞旺個場”。

她解釋，去年經濟大環境的生意不
好，如去年書展生意都錄得20%至30%
的跌幅，故“今年都比較心急，期望劈價
製造氣氛帶旺個場”，所以提早推出任執
書活動，期望今年生意額可以維持去年水
平，“唔好再跌落去。”

她續稱，因應今年書展以“旅遊”
為主題，故推出有關海外創業及工作假
期的書籍，期望吸引年輕人購買，場內
也會有功夫書籍，以配合近期武俠熱
潮。
專售旅遊攻略書的經緯旅遊，今年

持續推出七折至九折的優惠，其負責人

黃先生表示，今年對業績沒有特別期
望，只以“平常心面對”，而今年新書
如曼谷、京阪神及名古屋等旅遊書也有
折扣，相信可以吸引港人購買。

巴士鐵路書 旺丁不旺財
專門售賣巴士、鐵路、航空等交通

書籍的“新尚線”，其負責人陳先生
稱，顧客多為“巴士迷”及“鐵路
迷”，只有小部分客人因好奇而來，形
容是“旺丁唔旺財”，對今年業績不會
抱太高期望。
另外，場內有攤位以1元1本書作招

徠，每人限買2本，吸引不少人駐足觀
看及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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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鮫珠傳》動作特輯高燃上線
王大陸張天愛變人肉沙包 摔不能停

九州奇幻巨制《鮫珠

傳》將於8月 11日正式登

陸全國院線，加入暑期檔

競爭。今日，該片曝光了

壹支動作特輯，主演王大

陸、張天愛兩人首次挑戰

打戲，雖然在片場被摔打

不停，卻都堅持親身上陣，

在金牌動作指導谷軒昭的

精心設計、耐心指導下，

呈現出了使人熱血爆棚的

武打場面。

《鮫珠傳》講述了泥

空空（王大陸飾）、黑羽

（張天愛飾）因鮫珠而結

緣，後共同對抗羽族後裔

雪烈（任達華飾）的故事。

片中，打怪小分隊在九州

大地與羽族激戰，因此有

許多武打戲份和動作鏡頭

的呈現。為給觀眾奉獻出

精彩絕倫的打戲，片方特

意請來洪金寶、成龍等人

的同門師弟谷軒昭擔任動

作指導，他曾擔任《西遊·

降魔篇》《美人魚》等熱

門影片的動作指導，並多

次獲得金像、金馬獎提名。

此次加盟《鮫珠傳》，

也令影片的武打戲份備

受期待。

在最新曝光的動作特

輯中，谷軒昭表示：“無

論是奇幻啊，真實啊，總

而言之就是，妳動作要跟

戲掛鉤才好看。”為此，

谷軒昭在片場常駐，緊盯

每壹個動作，既保證幹脆

利落，又講求肢體美感。

而由於影片中有不少人羽

對戰的鏡頭，因此，如何

讓羽人戰鬥的狀態自然而

流暢，也是谷軒昭需要考

慮的問題。他表示：“我

們沒飛過，但妳要想象他

們的動態是怎樣的。”依

靠這種真實與想象力並存

的動作設計，壹場人羽大

戰逐漸成型。

片中，王大陸、張天

愛兩位主演都是第壹次挑

戰打戲，卻都表現亮眼。

片場，王大陸吊威亞高

速前撲，落地時直接撲

倒在地；細長鎖鏈貼臉

而過，張天愛仰頭後倒

摔在地上，無情“虐身”

惹人心疼。

私下眾演員也是紛紛

“開小竈”，王大陸提前

壹個月進組訓練、每天學

習武打動作，早上八點就

和十幾個武行的兄弟繞著

橫店影視城晨跑，不僅令

身體條件越來越好，還拜

了谷軒昭為師，而壹向以

英氣形象示人張天愛也獲

得專業認證，被谷軒昭稱

贊“有條件在打這方面發

展”。此外，除兩位武打

新人，影片還有釋彥能、

蔣璐霞、杜奕衡等壹眾以

打戲著稱的演員加盟，共

同奉獻壹場武門“燃戰”，

這也令影片的動作元素更

多了壹重保障。

靜雯修傑楷全家合影
咘咘活潑妹妹哭鼻子 Ella產後全面復出

洗腦勁寶打網球成費德勒第二

在臺北出席健康兒童計畫公益

活動，她產後復工強調自己“全

面開戰”，將陸續有真人秀、戲

劇及音樂作品。她上月參加林宥

嘉[微博]婚禮時，透露期待和老公

“開機”大爆發，被問到這題，

她開心並害羞大喊：“Yes！Oh！”

要媒體自行解讀。她表示，大約

壹年半後再執行第二胎計畫，笑

說：“好不容易瘦下來，再讓我

漂亮壹下。”

Ella 不改樂觀開朗個性，對媒

體有問必答，但她透露，坐月子

時因賀爾蒙影響，稍微有產後憂

郁狀態，曾想過“帶著兒子走出

去陽臺，不曉得會怎樣？”幸好

負面情緒只有壹下子，靠著正能

量趕走憂郁。她表示，勁寶是好

帶的小孩，目前已經可以睡過夜，

但有時勁寶沒來由地大哭，會讓

她感到心碎。

Ella大誇老公壹百分、是重要

的隊友，兩人會在保母休假時輪班

照顧兒子，現在Ella顧早上、老公

顧半夜，她也爆料，有次睡覺到壹

半被勁寶動作驚醒，她立刻想安撫

兒子，但被老公勸退：”小孩不是

這樣帶的！”她心裡不平衡說：”

妳怎樣，是帶小孩高手啊！”隨後

也了解每人有不同教育小孩方式。

Ella看到偶像費德勒拿下溫布

敦網球賽冠軍，非常興奮，她希望

培養兒子成為網球選手，壹直對他

洗腦，笑說：”勁寶，妳以後要帶

媽媽去看大滿貫賽，我要坐vip位

置！”Ella接下來將全面復工，除

了將參與新壹季《蒙面歌王》，也

在洽談戲劇及電影，音樂作品也請

粉絲敬請期待，她表示：”不想因

為身份改變，就改變原本的生活狀

態太多，感謝老公、保母還有團

隊，讓我能享有原來的樣子。”

夏克立曬女兒跳水照
7歲夏天壹雙大長腿超吸睛

近日臺灣藝人夏

克立在微博陸續曬出

女兒的照片，他打出

英文後並向網友求救

翻譯，夏克立俏皮說：

“誰可以幫我翻譯成

中文，我定會寫錯”。

而 在 照 片 中 ， 只 見

夏 天 長 高 許 多 ， 與

其 他 小 朋 友 站 在 壹

起 玩 沙 灘 建 城 堡 等

團 康 活 動 ， 夏 天 還

擁 有 壹 雙 大 長 腿 ，

她 的 身 高 甚 至 快 比

男 生 高 ， 還 意 外 成

為焦點。

夏克立與黃嘉千

的7歲女兒夏天，因在

2015 年登上親子節目

《爸爸去哪兒3》打開

知名度，擁有混血兒

外表的夏天展現獨立

的性格，還被贊是沒

有公主病的小公主，

而近日正值暑假期間，

夏天也和朋友們享受

假期時光，夏天壹甩

當年稚氣模樣，長高

許多，擁有壹雙大長

腿，相當吸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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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S小女兒許老三個性搞

怪，雖然才5歲但古靈精怪相

當討人喜歡。許老三粉絲團近

日轉發壹位空姐的發文，將她

在搭機時與婆婆之間可愛的對

話和網友分享，童言童語的模

樣讓空服員聽了不停偷笑。

分享許老三搭機趣事，

“沿途中許老三跟她奶奶的對

話超Q，聽得我壹直偷笑”。

許老三跟奶奶說“奶奶妳好甜

喔”，乍聽之下會以為她在

贊美奶奶，不過仔細聽後半段

“妳喝蘋果汁好甜喔，我喝水

都不甜”。

不只如此，當空服員打算

幫許老三收走餐盤時，貼心詢

問：“水果還要吃嗎？阿姨給

妳整理桌子好嗎？”沒想到

對方貼心的說“我不要吃了，

我要留給我奶奶吃”，把奶

奶放在心上，壹心想著要把

好吃的東西留給長輩，乖巧

又可愛的舉動，讓空服員也

融化了，直呼“真的是叫奶

奶怎能不喜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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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劉亦菲、楊洋主演的玄幻

愛情電影《三生三世十裏桃花》

將於 8月 4日正式上映，昨日電影

發布“白夜 CP”特輯，曝光大量

幕後甜蜜互動花絮和打戲拍攝鏡

頭。特輯中，劉亦菲、楊洋或開

啟撒糖模式花式“虐狗”，或演

繹生死離別的極致虐心狀態。兩

人都親身上陣高空吊威亞，挑戰

各種高難度打戲動作，令不少觀

眾大呼“心疼”。

電影《三生三世十裏桃花》改

編自同名人氣小說，圍繞青丘上神

白淺和九重天太子夜華所歷經的三

生情緣，講述了壹段虐心蝕骨卻又

感人至深的曠世絕戀。此次發布的

“白夜CP”特輯中，劉亦菲誇贊楊

洋陽光、自信，自帶太子夜華“霸

氣”的壹面，楊洋則表示劉亦菲不

僅外形很“上神”，在演繹白淺時

也十分有感染力，兩人都將彼此視

為白淺、夜華的最佳選擇。視頻中

既有“白夜CP”的甜蜜逗樂互動，

又能看到兩人對生死離別的極致演

繹。

這支特輯同時曝光大量打戲拍攝

片段，劉亦菲、楊洋兩人均親身上陣

高空吊威亞，淩空翻越、花式回旋等

高難度打戲動作令人心驚肉跳，足見

拍攝現場的驚險程度。在素素眼縛白

綾摔倒的鏡頭中，劉亦菲六次拍攝，

每壹次都整個人全力撲跪在地，不少

觀眾看過後都表示心疼，“隔著屏幕

都能感受到有多疼”。而楊洋不僅打

戲親自上場，而且每壹個武打動作都

反復琢磨，爭取呈現出最真實淩厲的

打鬥狀態。

在特輯中，劉亦菲、楊洋亦談

及對白淺、夜華感情的理解，劉亦

菲解讀白淺的性格純粹、豁達，愛

得深刻又義無反顧。她形容自己是

帶著“滿腔熱情”去飾演這個角

色，每次開拍時都會完全進入白淺

的世界，體會她愛到極致的情感狀

態。在演繹這個角色時突破了很多

條條框框，雖然有些冒險但很過

癮。而在此前曝光的預告片中，劉

亦菲從甜蜜相守到嘶吼落淚，將情

感變化的層次演繹得十分到位，收

獲了觀眾滿滿的好評。

而楊洋則表示夜華對感情真

誠、專壹，在開拍前就他對這個角

色有壹套自己的理解，希望能把前

期和後期的夜華演出不同的區分，

他笑言自己想把前期的夜華演得

“賤壹點”，給觀眾留下更深刻的

印象。談及和劉亦菲的合作，他直

言由於兩人都是“處女座”，對拍

攝狀態都追求精益求精，因此感覺

非常合拍，希望電影能夠像這段歷

經三生的極致愛情壹樣，不留任何

遺憾。

電影《三生三世十裏桃花》將於

8月4日正式上映。

《大叔與少年》前導片曝光
管虎攜手張嘉譯張壹山

今日，《大叔與少年》曝光了前導概念

片，同時該片將於7月16日正式開機投入拍

攝。導演管虎、主演張嘉譯、張壹山紛紛出

鏡，幾位主創寥寥幾語角色形象躍然於眼

前。楊金剛（張嘉譯飾）和任少鵬（張壹山

飾）此次在片中除了是老炮兒與小炮兒兩代

人的較量與碰撞，還有更近壹層剪不斷理還

亂的翁婿關系，精彩程度值得期待。

張嘉譯演繹“老炮兒”式大叔 導演

定位：特別“葛”

《大叔與少年》講述了刑滿釋放的60

後“老炮兒”楊金剛（張嘉譯飾），出獄

後發現自己的女兒愛上了壹個玩世不恭的

90後不羈少年任少鵬（張壹山飾），面對

與自己年輕時幾乎壹樣的未來“女婿”，

無奈之下開始了對他的漫漫“改造”之路，

在這個過程中楊金剛也於無形之中完成了

自己的涅槃重生。張嘉譯在以往的作品當

中不乏性格各異的“大叔”，無論是《壹

仆二主》當中踏實本分幽默感滿分的楊樹，

還是《懸崖》中克制紳士的周乙，他演繹

的大叔總能給觀眾全新的體驗，對於此次

在《大叔與少年》中的角色，張嘉譯表示

“之前還真沒有太碰到過這壹類的。”，

看來他的作品中又會有壹個全新的大叔形

象與觀眾將見面了。

導演管虎在前導概念片中表示“（楊

金剛）是壹個特‘葛’的人。”刑滿出獄

之後重新進入飛速發展的社會當中，他的

身上還殘存著壹些相對高貴的中國人的品

質。對張嘉譯此次劇中的角色導演給了壹

個準確又令人充滿遐想的定位，張嘉譯與

張壹山此次的合作，導演管虎坦言對於兩

位好演員合作的期待絕不止是碰撞出火花，

還會帶來意外之喜。

強強聯手“打造”最別致的大叔與少年

在前導概念片中張壹山以拳擊手形象

出現，他對角色的介紹則是“我本身好動，

又練過武，這個角色（任少鵬）很重要的

壹些特質跟我本人還是不謀而合的。”不

禁讓人對他在劇中的角色是否與“打”和

“拳手”有關聯想無限。

此次《大叔與少年》集結了新生代導

演領軍人物的管虎、滿貫視帝張嘉譯、青

年演員演技擔當張壹山，強強聯合加之

“老炮兒”與不羈少年這樣充滿荷爾蒙的

角色組合，都令這部即將開拍的新劇的期

待值再度加碼。

《大叔與少年》是貳零壹陸影視傳媒

繼《急診科醫生》、《美好生活》之後再

度出品的新作，此次聯合耀客傳媒、七印

象文化聯合出品，旨在以良心創作的根本

之上，在這樣壹對老少組合之中去探討，

老的“規矩”與新的“想法”如何碰撞、

磨合與選擇，延續現代人們對中國人優秀

傳統另壹種方式的傳承。期待這部將在7

月16日開拍的《大叔與少年》能為觀眾帶

來全新的觀劇體驗與精彩故事。

《
春
風
十
裏
，
不
如
妳
》
將
播

周
冬
雨
甜
虐
開
戰

﹁生
猛
青
春
﹂

由周冬雨、張壹山領銜主演的電視劇《春風十裏

，不如妳》將於7月21日登陸優酷全網獨播。周冬雨

清純幹凈的學生形象、以及她自然隨性的表演，將

馮唐筆下用文字抒寫的愛情以壹種“生猛”又深刻

的方式，詮釋得淋漓盡致。

《春風十裏，不如妳》將播

周冬雨搭檔張壹山重溫青春

電視劇《春風十裏，不如妳》改編自著名作家

馮唐的小說《北京，北京》，以九十年代為背景且

制作精良，主要講述了女主角小紅對男主角秋水的

感情歷程。在片方已發布的預告中，小紅和秋水等

人考入醫科大學，開始了大學同窗生涯。整部劇洋

溢著稍顯“叛逆”的青春氣息，而周冬雨和張壹山

的組合更使青春感傾瀉而出。

周冬雨飾演的小紅和張壹山飾演的秋水，在劇

中是壹對時常鬥嘴互懟的歡喜冤家，二人之間的情

愫也由此漸漸而生。值得壹提的是，小紅和秋水在

感情上的攻守位置時常互換，在不經意間或明或暗

地過招，甜虐相間十分引人期待，預告片露出後更

有大批網友直呼兩人之間的初戀感讓人“荷爾蒙飛

濺”、“腎上腺素飆升”。

周冬雨的詮釋生猛而深刻 引網友期待

早前，電視劇《春風十裏，不如妳》的劇照壹

經曝光，就有原著粉表示周冬雨的自身形象非常符合

書中清純幹凈的學生人設，且比原著中的小紅更添壹

絲俏皮鬼馬的韻味。時不時地在采訪中調侃自己是

“中年人”的周冬雨，穿上軍訓服、幾乎不施粉黛的

模樣，將觀眾迅速“拉回”學生時代，重溫少年時期

的純真感。

該劇滿懷對年少青春的無限緬懷與感悟，周冬

雨用自然隨性的表演，將馮唐筆下用文字抒寫的愛

情以壹種“生猛”又深刻的方式，詮釋得淋漓盡致。相信周冬雨對小

紅壹角的獨特演繹，會使廣大觀眾勾起對年少時光的懷戀，並在眾多

類似小紅的青春群像中，找到青蔥歲月裏的自己。

《三生三世十裏桃花》曝白夜CP特輯
劉亦菲楊洋親自上陣吊威亞 挑戰高難度打戲

《阿唐奇遇》曝呆萌小金豬特輯
身體渾圓四肢短短惹人愛 鼓勵阿唐勇敢追夢

由王微擔任導演兼編劇的3D動畫電影

《阿唐奇遇》將於7月21日在全國影院上

映。在此前曝光的多支預告片中，主人公

阿唐小來備受影迷歡迎的同時，另壹人物

——金豬也憑借個人魅力成功吸引了大家

的視線，尤其是家庭觀眾都表達了對金豬

的喜愛。今日，片方特意剪輯了壹支金豬

的個人特輯以滿足影迷們的期待。

作為壹枚學霸，金豬平日最愛看《時

間的琴弦》，研究蟲洞理論。在前期的試

映活動中，身體渾圓、四肢短短的金豬不

時抖動自己的小耳朵，呆萌的樣子讓網友

大呼：“金豬真的好可愛！好想捏捏他！”

每當金豬瞪著壹雙圓溜溜的小眼睛，用壹

口四川話說出“難道是蟲洞？”時，觀眾

們都被逗得捧腹大笑。

作為阿唐的好友，金豬是茶葉店裏唯壹

鼓勵並支持阿唐追夢的人。此次曝光的特

輯中，金豬決定追隨阿唐壹起去尋找未來，

於是背著《時間的琴弦》氣喘籲籲地開啟了自

己的奇妙歷險。磕磕絆絆好不容易上路的金

豬，卻在壹出門就遭遇了“碰瓷事件”，慘遭綁

架。金豬的命運究竟會如何發展在影迷心中留

下了壹個巨大的懸念。

《阿唐奇遇》講述了在南方壹座熱鬧城

市裏的壹間茶葉店中，生活著壹群陶瓷茶

寵。他們以被澆茶變色為榮。而阿唐是其中

唯壹壹個怎麽澆茶都不會變色的茶寵。有壹

天，壹個來自未來的神奇機器人小來，意外

飛進了茶葉店，為阿唐帶來壹絲希望。為了

找到讓自己顏色變漂亮的方法，中華小茶寵

阿唐決定與機器人小來壹起出發，踏上壹段

尋找未來的歷險旅程。

作為今年唯壹壹部入圍了上海國際電影

節金爵獎國際動畫片競賽單元的華語動畫電

影，《阿唐奇遇》將於7月21日全國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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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張崇德
19日在香港灣仔書展為個人新書作品《藝
人/偽人》舉行發佈會，獲得太太劉美娟、
弟弟張崇基、好友鄧萃雯(雯女)、商天娥、
向海嵐現身支持。崇德笑言很多藝人朋友見
到這個書名以為有料爆，事實並非如此，內
容很正面，不是講八卦和揭秘內容，只是有
見近年網上世界很多網民將藝人稱為“虛偽
的人”，此舉對藝人很不公平，可能藝人不
停演不同角色，角色給人錯誤投射，所以藝
人稍不符合他們的想法，便被指為虛偽，故
此透過這次新書讓大家了解藝人所面對因難
和工作壓力，有些更患上情緒病和抑鬱症，
所以當中會訪問到一些曾患病藝人和經理
人，好似鄧萃雯會講自己在情緒病日子如何
渡過，書裡面訪問了很多藝人，有些開名，
沒開名的是尊重該藝人意思，總之全部是真
實個案，苟芸慧和老婆劉美娟都會有分享。
崇德又指張栢芝得悉他出書，表示會買書支
持，礙於對方不在港，未能到場，而這次書
中並沒提到張栢芝的故事。

雯女不為錢接宮鬥片
雯女在張崇基一問一答下去分享自己故

事，她表示：“1998年是我人生最低潮，
當時開始去‘藝人之家’而跟崇德混熟，他
不時會檢查我的工作動態，對我接的劇和不
接的工作表現關切，好似我曾經接拍過無綫
一部電視電影去到性感極限，他會來電問過
究竟。最深刻印象是2014年被外間抨擊我
在《金枝慾孽》改劇本，他站出來支持我，
這是真朋友。”雯女又指打從拍完《金枝慾
孽》一劇後，開始對接劇有更多考慮，演完
《金》的如妃娘娘後便無再接宮鬥片，縱使
內地不少宮鬥片接洽，自己有一半看過劇本
後便推掉，問她是否怕辛苦？雯女笑說：
“一定不及無綫辛苦，錢又多過無綫，我都
推掉好多，雖然如妃娘娘角色令人有深刻印
象，但都是鬥爭戲，我不想推崇鬥爭教壞
人。當年自己做演員其中一個原因是看到劉
松仁在《ICAC》、《北斗星》學到不可以賄
賂的觀念，很有正義的價值觀，所以我永遠
不會送禮，自己以前接劇最重要是有錢賺，
因當時負資產要努力掙錢，又為了爭名奪利
不被淘汰，不會想到深層的價值，但後來拍
完《金枝》，重拾信仰，覺得就算不送禮物
給觀眾，也不要把垃圾推給他們。”雯女表
示：“沒有算過推掉多少部宮鬥戲和收入，
要算便會很心疼，反而之後接拍《師奶兵
團》這類正面劇集，因為是讚揚師奶的無私
精神。”

張崇德
出書為藝人平反

入行多年的李彩華首次推出寫真集，她19日親
身到書展宣傳，一身性感打扮的她，穿魚網

絲襪兼大晒事業線，吸引不少攝影發燒友到場。李
彩華表示入行多年一直希望出寫真集，難得這次與
好友攝影師一拍即合，寫真集銷售扣除成本後，會
捐去慈善機構幫助內地山區兒童。她說：“我沒想
過要跟其他女生鬥，純粹是想做慈善，所以拍照不
會特別誇張和過分，內地已知認購超過8萬本，香
港暫時未知數字，寫真是以唯美為主，不會有意淫
的感覺。”

男友嫌相片不夠激
Rain稱因要返內地拍戲，只能在書展首天抽空

來見大家，連簽名會也沒時間搞，問她19日的造
型是否打扮良久，她說：“都想了很久，因為不
可以太華麗，怕會格格不入，所以加件閃閃的外
衣，入場時都將鈕扣全部扣上。”
提到寫真集不乏大量性感照，男友何遠恆有

否大手掃貨支持。Rain說：“他不會買好多本，

反而我會送給他，事前他都有看過照片，他覺得好
漂亮，但就嫌不夠激。”Rain又稱這次拍攝團隊
是全女班，所以她也放下戒心，其中一張上身全
裸，下身只穿絲襪的照片都是真空上陣，只靠雙腿
借位遮住重要部位。提議她下次可找男友操刀做攝
影師，她笑道：“我覺得這次尺度幾大，不過男友
攝影技術差，經常拍得我腿短、角度又奇怪，經我
教導後才慢慢進步。”

華哥幫大家“矯視”
已第三次推出攝影集的任達華，19日到書展

舉行新作《香港。別的風景》簽名會，手拿攝影
集的華哥笑稱這次要幫大家矯視，因為現代人都
變成低頭族玩電話，慨嘆以前坐電車都是拍拖看
風景，現在的人只會睡覺和玩手機，希望用相片
喚起大家去欣賞香港不少被遺忘的地方。華哥稱
這次攝影集花了七個月時間籌備，前後約拍攝廿
多天，他說：“我特別喜歡香港的海岸線，是全
世界最靚的，所以找好友王敏德幫手開直升機去

影相，香港有好
多小島都好靚，
希望香港人放假
可以去玩。”
華哥又稱作

品中有帶出香港
上世紀50，60年
代的打拚精神，
由於成本問題初
版暫印了千多本，但已賣出700多本。笑問華哥
有否管制女兒玩手機，不要做低頭族，他說：
“會有時間限制，我們常常去旅行，就是要放下
手機，用眼睛去欣賞世界。”至於哪一張相片華
哥最深刻，他說：“上次八號風球專程由深圳回
港，就等颱風剛離開後去影村屋，又去怡和街電
車站、石峽尾等舊區拍照。最後一張相就花了4
個月時間去想，最後決定以木棉花作結，因為它
代表了春天來臨，也令我想起羅文，因為他唱的
《紅棉》很好聽。”

任達華用鏡頭告訴你香港好靚

李彩華谷胸
搶灘寫真戰搶灘寫真戰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一連七天的

香港書展19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開幕，久未在

香港露面的李彩華（Rain）首次推出寫真集《Lovely

Rain》，她19日親身到書展宣傳寫真集，穿魚網絲襪

兼大晒事業線，吸引不少攝影發燒友到場。至於第三次

推出攝影集的任達華到書展舉行新作《香港。別的風景》簽

名會，手拿攝影集的華哥笑稱這次要幫大家矯視，因為現代

人都變成低頭族玩電話。

香港文匯報訊 宋仲基、蘇志燮、黃
政民主演的電影《軍艦島》將在下月10日
在港上映，19日在韓國舉辦媒體試映會，
宋慧喬先前曾拒接和軍艦島歷史有關的三
菱企業廣告，提及此事，宋仲基先是微微

一笑，霸氣讚未婚妻說：“如今宋慧喬成
了我愛的人，讓人很驕傲！”

宋仲基和宋慧喬將於 10月 31日完
婚，日前宋仲基出席電影宣傳活動時滿面
春風，但未提及任何有關宋慧喬的事。媒

體試映會上，有媒體問他宋慧
喬先前因愛國心拒絕日本三菱
汽車的廣告，宋仲基大方回
答：“我是看新聞才知道的，
當時第一個想法就是為她鼓掌
叫好。”並大力給予支持：
“如果是我的話，也會和她做
一樣的事情。”
宋仲基為宣傳新作行程

滿滿，20 日又有 VIP 首映
會，先前有消息指宋慧喬將出
席力挺未婚夫，並說她的名字
出現在與會名單之中，不過此
消息已經遭宋慧喬的經理人公
司否認，表示宋慧喬目前正在
海外，預計下周才會回韓國。

宋仲基放閃讚宋慧喬讓人驕傲 周柏豪謝絕太太內地探班

■■宋仲基讚宋仲基讚

未婚妻未婚妻““讓讓

人驕傲人驕傲”。”。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左起：宋仲基、李貞賢、蘇志燮、童星金秀安、
黃政民出席媒體試映會。 網上圖片

■■張崇德為新書作品舉行發佈會張崇德為新書作品舉行發佈會，，獲太太劉美娟獲太太劉美娟、、弟弟
弟張崇基弟張崇基、、好友鄧萃雯好友鄧萃雯、、商天娥商天娥、、向海嵐現身支持向海嵐現身支持。。

■■周柏豪周柏豪

■■任達華希望用任達華希望用
相片喚起大家去相片喚起大家去
欣賞不少被遺忘欣賞不少被遺忘
的香港地方的香港地方。。

■李彩華穿
魚網絲襪兼
大 晒 事 業
線，吸引不
少攝影發燒
友到場。

■李彩華稱男友嫌
她寫真集的相唔夠
性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
穎）周柏豪19日現身香港灣仔
書展為電影《西謊極樂．太爆
．太子．太空艙》舉行簽名
會，現場會大派海報，柏豪透
露近日忙得不可開交，因自家
服裝品牌正式在觀塘開店，20
日又返內地拍攝劇集《再創世
紀》，預計八九月先返香港，
雖然跟太太分隔兩地，柏豪笑
謂：“總有機會見面，可以視
像通話，但盡可能都不想太太
長途跋涉來探班，自己都會內
地、香港兩邊走。”柏豪加盟
星夢娛樂登上“一哥”位置，
會否順理成章為有份參與
《再》劇唱主題曲，他表示：
“未知，我亦不會爭，現時歌
曲會有自己團隊製作，由星夢
發行，互相發揮所長，雙劍合
璧。（不爭唱主題曲？）有份

唱，我有份演劇集，我唱就有
理由，但我無份演，我都不會
拒絕唱，最重要是否適合。”
對於離巢的許廷鏗曾揚言唱得
太多劇集主題曲，柏豪稱：
“沒留意他唱多少，但我未唱
過，對我來說很有新鮮感，(是
否來者不拒？)相信經理人和唱
片公司會過濾的，不會濫做令
人反感。”

美南版■責任編輯：趙雪馨 2017年7月20日（星期四）4 香港新聞

書展首日即減價催谷買氣
1元本每袋百元任裝 慈母“大加碼”斥萬元掃故事書

集齊8印章 隨時贏機票遊日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

浩賢）今屆書展以“旅遊”為年度
主題，日本國家旅遊局在會場內特
設大型“閒式遊日本”（Yuruta-
bi）體驗館，並於19日舉行啟動
禮，館內呈獻一系列體驗型活動及
展覽，包括讓港人以VR虛擬實境
技術遊覽著名日本景點。

港人“醉”愛遊日 連奪三冠
該局19日即場公佈最新港人遊

日數字，報告指今年首5個月已有
逾88萬名港人訪日，較去年同期上
升25%，而港人更榮登3項旅客排
行榜首，包攬遊日人口比例、重複
遊日次數、及平均每晚住宿消費額
的冠軍。
日本國家旅遊局香港辦事處所

長藥丸裕指出，去年有近184萬名
港人訪日，即每4名港人就有1人
曾去日本，故香港是全球遊日人口
比例最高的城市，當中20.7%港人
在去年有10次或以上遊日經驗，
59.8%港人去年曾遊日2次至9次，

是全球重複遊日次數最高

的旅客，而港人平均每晚住宿消費
額高達1,763元（港元，下同），
較第二位新加坡的 1,414 元高
24.6%。他指港人消費力強，近年
不少香港年輕女性為美容理髮、購
物及賞花而經常遊日，帶動日本美
容護膚品的銷量。
藥丸裕又指，港人去年在日本

自駕遊的比率亦高達17.5%，拋離
以7.1%排第二位的泰國。他續指，
港人到訪大阪府的人次首度超越東
京，遊日經驗豐富的港人亦逐漸跳
出大城市，轉為到沖繩縣、福岡縣
等近郊縣府旅遊，旅程規劃漸趨深
度化。
該局更獲香港快運航空贊助，

於書展期間展開機票大抽獎活動，

入場人士只要於體驗區內的攤位集
齊8個印章（見小圖），並上載至
該局的網站，即可參加抽獎贏取日
本來回機票及Wi-Fi Egg租用禮券
等。該局亦在書展會場內設置大型
體驗區，內容包括自創集章護照、
旅遊書作家分享、及以VR虛擬技
術遊覽日本景點等，讓生活節奏急
速的港人體驗“閒式遊日本”，紓
緩緊繃的精神狀態。

香港快運推1元優惠機票
香港快運航空市場經理Mi-

chael Lim表示，該公司首度跨平台
與KLOOK合作，推出1元優惠機
票及多項日本旅遊產品買一送一優
惠，配合港人愛遊日本的趨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一連 7天的第二十

八屆香港書展於 19日上午

10時開鑼，逾百名市民排隊

等候，排頭位的杜先生飛奔

至場內攤位，期望能買到作

家林詠琛的親筆簽名新書。

有母親與女兒進場購買故事

書，透露今年預算會“大加

碼”，由去年的 4,000 元

（港元，下同）勁增至

10,000元。不過19日現場發

現，不少書商罕有地在首日

已劈價，六折、七折、100

元一袋任裝及 1元書等標語

隨處可見。有書商直言“今

年都比較心急，期望劈價製

造氣氛帶旺個場”，以刺激

港人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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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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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江龍搶灘 金庸電子書980元任閱
電子科技與生活息息

相關，輕巧方便的電子書
令人類改變閱讀習慣。電

子書在外國已十分普遍，但香港仍處於初步
及認知的階段，今年書展至少有3個攤位專
門售賣電子書，分別是始祖Kindle、台灣的
Moolnk 及內地的 Boox，期望搶攻香港市
場。有代理書商向記者表示，已跟電子版金
庸書的版權人溝通好，市民能以 980 元
（港元，下同）購買金庸“飛雪連天射白
鹿、笑書神俠倚碧鴛”一系列的電子書，不
用在圖書館苦苦“追尋”，又認為電子書將
成為熱潮。

Kindle：盼競爭“做大個餅”
電子書始祖Kindle先在2007年於美國發

行，及後到其他地方出售，至今已普及至亞
洲，其標榜無紙化、電子墨水及無藍光閱
讀，輕巧方便亦能載有眾多書本。

不過，電子書在香港仍未普及，部分港
人對此認識不多，Kindle代理商負責人簡先
生指出，隨着科技發展，港人閱讀風氣亦由
實體書改為電子書，“出街唔使咁重”，對
電子書的需求近年增強。

他續稱，過去6年在書展也有推介電子
書，發現不少家長也會買電子書給子女，期
望他們可以多看書。

被問到場內有不同品牌的電子書，會否
擔心競爭增加？簡先生稱，多些電子書是好
事，期望可以“造大個餅”，又認為香港的

電子書市場仍有發展空間，期望能以新方式
推廣閱讀風氣，吸引更多年輕人閱讀，從小
培養閱讀文化。

Moolnk：電子書將成大勢
引入台灣電子書Moolnk的聯合電子出

版有限公司電子書中心副經理黃民杰表示，
港人多數喜歡閱讀生活化及工具書為主，如
煮食、旅遊、養生及風水玄學等。

據該公司的電子閱讀平台及應用程式
近年分析發現，有80%的港人都愛看金庸的
武俠小說，“但在圖書館經常會找不到中間
幾冊，要等好耐先睇到”，故與電子版金庸
書的版權人溝通好，市民能以980元購買金
庸“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一
系列的電子書。

黃民杰續稱，部分港人傳統閱書心態
是“有用時會搵書，冇用時就不太理會”，
但認為電子書將成為大勢，現時有中小學校
及國際學校都使用電子書，讓學生閱讀，從
小培養閱讀習慣，可提升香港的閱讀文化及
風氣。

Boox加入戰場 最廉售798元
來自內地的電子書Boox今年亦加入戰

場，推出3個不同大小的電子書，售價由
798元至4,498元，其負責人阿智認為，電
子書有很大的發展潛力，不擔心競爭對手增
加，反而認為可以刺激行內及技術進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藥丸裕（後排左二）19日出席“Yurutabi體驗館”啟動禮。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林浩賢 攝

■排頭位的杜先生（藍褲）19日飛奔至場內攤位，
期望能買到親筆簽名新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書商王淑蓮表示，今年改在開鑼日立刻推出100
港元任執書吸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攝

■■有書商在書展開鑼日已劈價有書商在書展開鑼日已劈價，，期望吸引更多期望吸引更多
市民入場買書市民入場買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排頭位的杜先生19日晨6時已到場，
期望購買作家林詠琛的親筆簽名新

書《姓名遊戲》及香港漫畫家盧熾剛
（cuson）等書籍，預料花費近1,000元。
他笑稱，“不過通常都會超標，超過

1,000元。”去年也是排首位的他認為，
今年首日排隊情況較去年為少，可能港人
不再爭先購書而是慢慢選，而今年書展主
題“旅遊”對他的影響不大，認為對沒有
明確目標的到場者才有指導作用。

冀刺激7歲女求知慾
高太與7歲的女兒19日晨9時多到

場，期望購買故事書、兒童科學讀物等書
籍，預料花費近1萬元，較去年的4,000

元大增。高太表示，因為女兒對科學及故
事書有興趣，期望能刺激女兒的求知慾及
增進相關知識，故今年較願意花費。

大學應屆畢業生劉小姐則表示，打
算花500元左右訂購美容雜誌、文學及
藝術書籍。
首日場內未算人山人海，但在正午

及傍晚時亦出現人潮。雖說今年消費氣氛
慢慢回升，港人的購買力慢慢回復，但有
書商在書展首日立即劈價，六折、七折、
100元一袋任執等標語隨處可見。
連續參展近10年的樂文書店便以七

折至九折招徠，其負責人林小姐表示，港
人閱讀風氣及文化改變了，部分人不喜歡
實體書，或抱着“有需要才會找書，沒需

要便不太理會”的態度，小書店愈來愈難
做。
林小姐表示，要售賣受歡迎的旅遊

書吸引顧客停留，藉此讓客人發現其他
書籍，以帶動銷情。她認為，整個閱讀
風氣要靠社會、政府及市民多方配合，不
是一間小書店可以改變到，又認為閱讀可
以令人的溝通及思維能力改進，應由小做
起，把閱讀文化植根。她續稱，對書展
銷情有信心，但天氣不穩定影響人流時
或會影響銷情，期望天公作美。

挽救銷情 首日即冧價招徠
超媒體出版有限公司項目經理王淑

蓮表示，以往在書展中後期才推出的100

元任執書活動，今年決定改在首日即推
行，“期望搞旺個場”。

她解釋，去年經濟大環境的生意不
好，如去年書展生意都錄得20%至30%
的跌幅，故“今年都比較心急，期望劈價
製造氣氛帶旺個場”，所以提早推出任執
書活動，期望今年生意額可以維持去年水
平，“唔好再跌落去。”

她續稱，因應今年書展以“旅遊”
為主題，故推出有關海外創業及工作假
期的書籍，期望吸引年輕人購買，場內
也會有功夫書籍，以配合近期武俠熱
潮。
專售旅遊攻略書的經緯旅遊，今年

持續推出七折至九折的優惠，其負責人

黃先生表示，今年對業績沒有特別期
望，只以“平常心面對”，而今年新書
如曼谷、京阪神及名古屋等旅遊書也有
折扣，相信可以吸引港人購買。

巴士鐵路書 旺丁不旺財
專門售賣巴士、鐵路、航空等交通

書籍的“新尚線”，其負責人陳先生
稱，顧客多為“巴士迷”及“鐵路
迷”，只有小部分客人因好奇而來，形
容是“旺丁唔旺財”，對今年業績不會
抱太高期望。
另外，場內有攤位以1元1本書作招

徠，每人限買2本，吸引不少人駐足觀
看及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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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仇者聯盟3：無限戰爭》正式殺青！漫威影業向外界證實，影片已
經完成了拍攝工作，導演羅素兄弟也在社交網站上宣布了這個消息，喬·羅素
以地為床，看起來似乎很疲憊的樣子。

不過他們似乎沒有太多休息的時間，因為兩部“復聯”以套拍
形式拍攝，《復聯3》地殺青，同時也意味著《復仇者聯盟4》很快將
投入拍攝。漫威影業CEO凱文·費奇表示，這兩部“復聯”將是整個漫
威電影宇宙的高潮！

不過，即使《復仇者聯盟3：無限戰爭》已經完成拍攝，具體故事情節
我們仍然無從知曉。從之前的新聞和片場照來看，可以確定鋼鐵俠、綠巨
人、黑寡婦、卡魔拉、雷神、蜘蛛俠等超級英雄都將悉數登場。

《復仇者聯盟3：無限戰爭》將於2018年5月4日在北美上映，而《復
聯4》將於2019年5月3日上映。

“復聯3”正式殺青
“復聯4”將投入拍攝
漫威CEO：這兩部將是整個漫威宇宙的高潮

亞歷山大· 佩恩的最新作品《縮身》成為了今年第74屆威

尼斯電影節的開幕片。本片的陣容堪稱豪華，馬特· 達蒙主

演，克裏斯汀· 韋格、克裏斯托弗· 瓦爾茲、傑森· 蘇戴奇斯、

亞歷克· 鮑德溫、勞拉· 鄧恩共同參演，目前本片已經定檔於

今年的12月22日，頒獎季的重量級選手出現了。

本片定位為黑色科幻喜劇，這也是導演亞歷山大· 佩恩從

處女作《公民露絲》以來的壹貫風格，講述了壹位男子（馬

特· 達蒙飾演）在自己變小之後發生的奇妙故事。派拉蒙在今

年的Cinemacon上了放出了影片開始的10分鐘片段，收獲了壹

致好評，有媒體表示本片有著強烈的庫布裏克風格。

威尼斯電影節幹掉了多倫多電影節成為了頒獎季的前哨

陣地，此前《地心引力》、《鳥人》、《愛樂之城》均為威

尼斯電影節的開幕片，三部電影在奧斯卡頒獎禮上總共拿下

17座小金人，其中包括壹個最佳影片（《鳥人》）、三個最

佳導演獎以及壹個影後的含金量很高的獎項。看看亞歷山大·

佩恩會不會也拿壹個最佳導演獎來延續傳統呢，除了上述三

部影片壹位，曾經入圍2015年威尼斯電影節非競賽單元的

《聚焦》也拿過最佳影片和最佳原創劇本兩座奧斯卡獎杯。

亞歷山大· 佩恩本人也是頒獎季的常客，《校園風雲》、

《關於施密特》、《杯酒人生》、《後裔》、《內布拉斯

加》均獲得過奧斯卡提名，並且以聯合編劇身份憑借《杯酒

人生》與《後裔》分別獲得過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獎。

《縮身》定檔於今年12月22日上映，目前是否加入威尼斯

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還等過段時間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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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綜藝》雜誌獨家爆料，史蒂文· 斯皮爾

伯格執導的科幻新片《玩家壹號》首曝劇照，

本片由西蒙· 佩吉、泰伊· 謝裏丹、奧利維亞· 庫

克、本· 門德爾森等參演。

本片由同名小說改編， 時間設置在近未來

的2045年，那時的人們都進入到了由遊戲公司

“綠洲”創造的VR世界當中。在那裏，老電

影、經典卡通角色、漫畫書、電視節目讓生活

變得更加容易。然而突然出現壹家公司威脅要

控制VR世界，並且要每壹位加入VR世界的玩

家參加壹項比賽來挽救他們的虛擬世界，這時

壹些都變得復雜了起來。

在曝出的劇照中，泰伊· 謝裏丹頭戴VR眼

鏡，在壹個房間裏玩遊戲，在其他的細節照

中，我們可以看見關於“綠洲”的剪報，工具

箱、加菲貓貼紙，如果不提醒，還以為是80年

代電影中的場景，可見斯皮爾伯格在影片的道

具上花了很大的精力。

在影片中埋有大量的流行文化梗，在之前

流出的片場照，我們了解到片場出現了不少70-80年代經典

影片，包括斯皮爾伯格自己的《大白鯊》以及監制的《小魔

怪》。

據悉，影片已定檔2018年3月30日在美國上映。

“冰雪奇緣”音樂人加盟皮克斯新片
格萊美+奧斯卡音樂班底為影片保駕護航

皮克斯新作《尋夢環遊記》將於今年11月與北美觀眾見

面，這是壹部主打拉丁文化元素的動畫電影。鞋匠家庭出身

的小男孩自幼熱愛音樂，但家族卻認為自身被音樂詛咒，因

此禁止演奏音樂，他為了追求自己的夢想，開始反抗家庭的

禁錮。

在D23展會上，皮克斯透露為《冰雪奇緣》打造了經典

曲目《Let It Go》的兩位音樂人，克裏斯汀· 安德森-洛佩茲和

羅伯特· 洛佩茲參與了《尋夢環遊記》的音樂創作，男星本傑

明· 布拉特將為影片演唱墨西哥經典歌曲《記住我》。

影片導演李· 昂克裏奇表示：“我們新片的音樂音域遼

闊，有幸邀請到克裏斯汀打造經典歌曲《記住我》，這首主

題曲由為埃斯內托· 德拉· 克魯茲配音的本傑明演唱，它體現

了我們這個故事的核心主題：生活內外，記住所愛之人永遠

都很重要。”

布拉特將與為男主角配音的小演員安東尼· 岡薩雷斯壹起

為影片獻唱，格萊美獲獎音樂團體Mariachi Divas de Cindy

Shea、洛杉磯民俗芭蕾舞團、格萊美獲獎樂隊Gordon Good-

win Big Phat Band都將參與這首歌曲的錄制。

此外，曾經憑借《飛屋環遊記》拿到奧斯卡最佳原創配

樂的配樂大師邁克· 吉亞奇諾將負責影片的整體配樂，他將保

證全片配樂更具墨西哥特色。

強大的音樂創作班底對於壹部主打音樂元素的動畫電影

而言至關重要，而擁有如此陣容為影片保駕護航，的確讓觀

眾對《尋夢環遊記》的期待值大大提升。影片將於11月22日

登陸北美院線。

迪士尼D23展會上，盧卡斯

影業發布了《星球大戰8：最後的

絕地武士》幕後制作特輯，去年

去世的凱麗· 費雪（萊婭公主）壓

軸登場受訪，她認為星戰系列能

量無限是因為影片講述家庭的價

值。此外影片還壹口氣發布6張

人物海報，《星戰8》將於今年12

月15日北美上映，國內應該要明

年初。

這款制作特輯似乎用膠片攝

影機拍攝，畫面頗有質感，而且

光聽史詩般的 BGM 就能讓人激

動。特輯用2分多鐘展現了片場

搭建、道具制作、外景地等方方

面面。

扮演C-3PO的安東尼· 丹尼爾

斯開玩笑說：星戰8，天啊，拍第

壹部時都片名都沒數字後綴。扮

演蕾伊的黛茜· 雷德利大贊導演的

才華。

扮演盧克天行者的馬克· 哈

米爾表示即使他能想象故事會

怎麼發展，但再來現場拍也能

被震撼；扮演芬恩的約翰· 波耶

加爆料導演萊恩· 約翰遜能在現

場模仿楚巴卡的叫聲。

此外凱莉費雪的女兒也在制

作特輯中露了壹小臉。

《星球大戰8》發首款幕後制作特輯
萊婭公主凱莉費雪壓軸現身 人物海報6連發

馬特達蒙新作“縮身”成威尼斯電影節開幕片

片段獲贊庫布裏克附體

好萊塢福地劍指頒獎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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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浩大師弟子少林雙姝綻放於佛羅里達國際中國武術錦標賽行浩大師弟子少林雙姝綻放於佛羅里達國際中國武術錦標賽，，功夫小丫王臻真功夫小丫王臻真（（ Elaine Wang)Elaine Wang) 和師姐戴曉晨和師姐戴曉晨（（Karolyn Dai)Karolyn Dai) 代表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應代表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應
邀參賽獲邀參賽獲1111金金33銀銀，，33座總冠軍大獎杯座總冠軍大獎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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