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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GALPGA蘇格蘭女子公開賽決賽蘇格蘭女子公開賽決賽

韓國球手李美香以壹桿優勢力壓澳大利亞名將韓國球手李美香以壹桿優勢力壓澳大利亞名將
和同胞許美貞和和同胞許美貞和，，贏得個人第二座贏得個人第二座LPGALPGA冠軍冠軍。。

國際冠軍杯國際冠軍杯：：
尤文尤文66--55羅馬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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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乒主力悉數出戰天津全運會

現年27歲的惠龍兒出生於香港，父親為加
拿大人，而母親為香港人。小時候已顯

露出運動天賦的他曾入選香港泳隊青年軍，不
過隨着身高漸長，於澳洲留學時被校隊教練發
掘，17歲回港已開始征戰甲一効力安青，到
2011年轉投班霸南華後漸露大將之風，至今
共協助球隊四奪聯賽總冠軍及五度在高級組銀
牌封王，而他自己近兩年亦獲選為最有價值球
員。

苦練外投 改打大前鋒
上年惠龍兒亦曾參加CBA選秀大會，更於
分組對抗賽取得17分10籃板的漂亮成績，不
過由於當時選秀大會尚未發展成熟，各球隊未
有予以足夠重視而名落孫山。
一次失敗沒有令惠龍兒打消進軍CBA的念
頭，雖然在香港籃壇內線罕逢敵手，不過身高
2米05、體重115公斤的惠龍兒明白到自己的
身體條件難以在CBA中鋒位置上生存，回港
後即苦練技術、體能及外投，希望在大前鋒位
置打出一片天。而他在今次選秀的公開對抗賽
中亦顯示了自己的能力，在兩節時間中取得7
分及12籃板，搶籃板能力甚至獲得評述員的
認同，最終惠龍兒如願以償以探花身份獲浙江
稠州金牛選中，在新球季挑戰夢寐以求的
CBA賽場。狀元及榜眼分別是來自中華台北
的陳盈俊及周儀翔。
浙江稠州金牛上年在CBA 20支球隊中排名

16位處中下游，比較適合惠龍兒初來報到適應
CBA，而浙江隊內線有被喻為「姚明接班人」
的張大宇及張永鵬，均是年輕具潛力的中鋒。

堅持理想 拒加盟NBL
惠龍兒近年一直朝着CBA夢想努力，雖然
曾有NBL（中國男子籃球第二級聯賽）球隊

向他招手，不過他一直不為
所動，並密切關注着有關
CBA的動向：「對於中籤我
很高興，因為我努力很多
年，就為了打CBA。浙江隊
有不少變動，我希望自己能
盡量表現得好一些去幫助我
的球隊。」
為盡快適應CBA，惠龍兒

亦經常收看CBA賽事以觀察
同類型球員的表現：「我觀
察過很多不同的球隊，看看
什麼球隊適合自己，也會特
別留意CBA大前鋒是怎樣比
賽，我期望和他們正面對
抗。」惠龍兒接下來將代表
香港出戰在黎巴嫩舉行的亞
洲盃，之後就會向浙江隊報
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努力兩年，被

喻為本地籃壇首席中鋒

的惠龍兒昨終於達成進

軍CBA的夢想，被擁有

第五籤選擇權的浙江稠州金牛選中，

由於第一、四籤的八一及北京隊均選

擇棄權，令惠龍兒成為今屆CBA選秀

大會的探花，成為史上第五位征戰

CBA的香港球員。雖然極可能要改打

大前鋒以遷就CBA，不過惠龍兒已準

備就緒迎接新戰場的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雖然
CBA選秀大會已是第三屆舉行，不過之
前未被外界重視，直至今年姚明上任為
中國籃協主席後，對選秀大會進行了一
系列優化和改革，才令今屆選秀大會達
到空前熱鬧、共有11名球員中籤的局
面，相信今後這套選拔新人的模式將會
更加制度及系統化。
前兩年的選秀大會對於CBA而言一直
是可有可無，首屆更只有一名球員方君
磊中籤，而這名「狀元」只曾在CBA出
賽一場就被放棄，現在他是一名書店員
工，而上屆選秀亦只有8名球員被選
走。
不過今年選秀大會在聯賽公司領導下
作出了很多合理的調整，以往球員連續
兩年不被選上就只能打次級聯賽，不過

有關規定已被取消，另外被選中的球員
在首個球季出戰CBA亦不佔16個內地
球員名額，意味着球隊可以放心在選秀
大會挑選球員而不用擔心因註冊名額不
足而將球員掛牌。
這兩項重要改革造就了各支球隊對選

秀大會的積極反應，今屆選秀大會共有
50名球員參加，其中大學生17名、港澳
台球員4名、球會推薦球員29名。
姚明更寄語一眾新秀球員要把握機會

在CBA發展：「恭喜這 11名入選球
員，相信無論你們是來自大學或球會青
年軍，你們都是經過了艱苦的努力才走
到了現在，我沒有參加過選秀大會，對
我們來說未來都是透着一股新鮮感的，
不僅是對你們，對整個CBA都是一樣，
讓我們攜起手來一起奮鬥。」

選秀改革 造就氣氛熱鬧空前

中國乒乓球協會昨在官網公佈
參加第13屆全運會乒乓球項目的
參賽名單。國家隊主力悉數出
戰，其中包括馬龍、張繼科、樊
振東、許昕等人，而已從國家隊
退役的女乒大滿貫球員李曉霞則
不在名單之內。
乒協昨日公佈的參賽名單，國家
隊全部主力悉數在列，其中馬龍將
代表北京隊參加男單、男雙以及團
體比賽，他的雙打搭檔是上海隊的
許昕。同時，上海隊的許昕以及解
放軍隊的樊振東也在名單之列。張
繼科則代表山東隊出戰男子單打和

男子團體兩個項目。
女選手方面，丁寧將代表北京隊
參加女團、女單和女雙（搭檔劉詩
雯）三個項目的比賽，劉詩雯將代
表廣東參加女單、女雙和混雙爭
奪，其中混雙與另一廣東選手林高
遠配對。不過，於中國乒協6月30
日公佈的全運會名單中，山東隊員
李曉霞名列其中，但在昨日公示的
最終名單，已沒有了李曉霞的名
字。里約奧運會後，李曉霞宣佈從
國家隊退役，前不久公佈戀情，男
友是原國乒隊隊員翟一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標準流浪昨憑新
加盟的快馬黎洛賢於熱身賽下半場的入球，以1：0
小勝和富大埔。
流浪上月一口氣簽入「MK 國」卓耀國、
「BB」黎洛賢同「肥軒」劉卓軒三名球圈公認的
不羈少年，班主莫耀強表示：「只要理順他們的財
務和激起他們那團火，就可看到我們簽人的眼光
了……」
總監李輝立說：「流浪出過不少性格、生活不羈

的球星，但共通點都是好波有潛質。」
「BB」黎洛賢上季於社交網狠批被洋教練奇雲

邦特忽視遭踢出隊；「MK國」卓耀國現年23
歲，上屆北上加盟R&F富力，其間表現出色，以7
個入球成為球隊首席射手，惟季尾被指擅自離隊等
紀律問題不獲續約。
李輝立強調給失意軍人及青年人一個機會，讓三

名「壞孩子」盡展所長重返正軌。
流浪除上述三名華人外，還有前富力的張國明、

外援中堅摩域治及中場莊尼亞加盟，連同留用的鄭
兆均及徐宏傑等年輕球員，組成今季港超大軍。

足協盃 1日晚結束8強戰第二回合的比賽，廣州
恒大主場迎戰廣州富力。在首回合以2：4落後的
情況下，恒大回到主場上演大逆轉，最終以7：2
的比分擊敗富力，以總比分9：6淘汰對手晉級四
強，繼續向四冠王發起衝擊。
這場1日晚進行的「廣州打吡」戰，首回合以

2：4落敗的恒大，於一開場先丟1球的絕境中爆發
出強大能量，穆里奇與阿蘭均梅開二度，于漢超、
郜林與張成林也分別為恒大入球，最終以7：2狂
勝富力，以總比分9：6淘汰對手，晉級足協盃四
強。
這場足協盃8強戰次回合的較量，9個進球成為
廣州打吡史上進球最多的比賽，同時也讓恒大成為
足協盃史上第2支在首回合2：4落敗的情況下於次
回合主場翻盤的球隊。
廣州恒大將在準決賽面對上海上港與天津權健的

勝方。 ■中新網

朱袁張聚首
中國女排橫掃巴西

恒大逆轉富力
晉足協盃四強

■■流浪憑黎洛賢流浪憑黎洛賢（（左左））的入球小勝大埔的入球小勝大埔。。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恒大眾將慶祝入球恒大眾將慶祝入球。。 新華社新華社

出生日期：1989年9月28日

出生地：香港

身高：2.05米

體重：115公斤

位置：中鋒/大前鋒

職業生涯

2007–2009年 香港安青

2009–2010年 香港福建

2011–2017年 香港南華

2017年 CBA浙江稠州金牛

威水史

助南華奪香港甲一聯賽冠軍
（2012、2013、2016、2017）

香港甲一籃球聯賽最有價值球員
（2016、2017）

助南華奪香港高級組銀牌冠軍
（2012、2013、2015、2016、2017）

惠龍兒 Duncan Reid

■■在在CBACBA選秀大會被選選秀大會被選
中的球員合影中的球員合影。。 新華社新華社

■國際乒聯U15女單排名第一的日本少女木
原美悠，來港參加昨日展開的「恒生香港國
際青少年公開賽」，並越級挑戰U18組別，
令人拭目以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拭目以待拭目以待

■■馬龍於全運會將參加男單馬龍於全運會將參加男單、、男男
雙及男團三項比賽雙及男團三項比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惠龍兒惠龍兒（（左左））助南華成功衛冕助南華成功衛冕
甲一聯賽冠軍甲一聯賽冠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華台北名將陳中華台北名將陳
盈俊盈俊（（藍衣藍衣））當選當選
CBACBA 選秀大會狀選秀大會狀
元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籃協主席姚明在選秀大會上中國籃協主席姚明在選秀大會上
與惠龍兒與惠龍兒（（右右））合影合影。。 新華社新華社

世界女排大獎賽總決賽昨晚在南京拉開戰幕。東
道主中國隊面對衛冕冠軍巴西，在「朱袁張」三大
核心朱婷、袁心玥、張常寧重新聚首的情況下，攻
防兩端均有改善，以25：22、25：17和29：27橫
掃對手贏得首勝。至於昨晚另一場比賽，塞爾維亞
隊則以3：2險勝美國。
本次比賽為期5天，獲得參賽資格的球隊包括東

道主中國，以及預賽排名前五的塞爾維亞、美國、
巴西、荷蘭、意大利。6支球隊分為兩組進行單循
環賽，中國隊和巴西、荷蘭同組，在昨晚勝巴西
後，明晚中國隊將對陣荷蘭。小組賽前兩名出線晉
級準決賽，並最終決出冠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女排隊員慶祝得分。 FIVB圖片

流浪簽三少年兵
友賽小勝大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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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青年攜手赴蓉識國情
感受歷史風情 體驗創業氛圍 掌握成都發展

2017「未來之星．從香港出

發——成都之行」於7月23日至

30日圓滿舉行，來自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

學、香港浸會大學等15間香港大專院校及武漢大學、暨南大

學兩間內地高校的近50名學生，走進祖國西南重鎮，感受成

都的歷史文化、風土人情之餘，亦體驗當地創新創業氛圍，

掌握成都的最新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團員在2017成都國際友城青年音樂周快樂自拍留念。

星
－
言
－
星
－
語

此行是未來之星同學會與成都市政府港澳辦簽署共同組織開展兩地青
少年交流活動合作協議後的第一次活動，也是「從香港出發系列」

活動連續第二年在成都舉行。

田蓉：最大熱情擁抱人才赴蓉
交流團訪蓉期間，成都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田蓉會見了香港大公文匯

傳媒集團董事、未來之星同學會執行主席姜亞兵和青年學生代表。田蓉表
示成都將用最大的熱情擁抱人才赴蓉發展，成就青年人更美好的未來。
在為期8天的參訪交流活動中，同學們參觀金沙遺址博物館、都江堰水

利工程、武侯祠等歷史文化遺蹟，感受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和中華民族的
偉大智慧；探訪包括香港賽馬會奧林匹克學校在內的港資項目，體會到香
港與內地血濃於水的骨肉親情以及蓉港緊密的經貿關係；通過參觀菁蓉創
客小鎮，實地感受內地創新創業熱潮；國情市情講座則讓同學進一步感受
內地發展的最新面貌。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社長助理、未來之星同學會副主席施倩在結業儀

式上致辭時表示，成都是中國持續繁榮時間最長的城市之一，這裡既完整
留存了璀璨中華文明之根源，又流動着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基地的新鮮血
液，「相信這8天的見聞和體驗，一定會給大家帶來新的思考和啟發。」
她相信活動可幫助香港同學們拓展視野，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國情。
成都市港澳辦副主任楊平亦表示，行程中同學們不僅深度體驗了成都歷史

文化特色，也參觀了以創新創業聞名的菁蓉小鎮，還與成都大學的大學生進
行交流互動，「從大家喜悅的臉上，感受到這是一次有意義的、值得回味的
活動。希望大家通過成都體驗，主動做成都與香港交流的使者，向更多的香
港青年介紹成都，關注成都的繁榮發展，不斷深化蓉港交流合作。」

港生感受到政府對新一代重視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通識及文化研究三年級學生譚小娟認為，「菁蓉
計劃的發展使我感覺到政府對青年創業的大力支持，以及對新一代人才的
重視。怪不得人人都說成都是一個夢想之都，一個圓夢的地方。」在成
都，她感受到青年未來創意創業發展的希望。
譚小娟還提到，成都的硬實力毋庸置疑，而其軟實力更是不容忽視，

「一個真正能留住人的城市，是它的文化氣息與生活氣息。成都有非常現
代化、繁華的一面，比如成都的環球中心彷彿與香港的一模一樣。然而，
它也有非常古城的一面，例如武侯祠、寬窄巷子等就保留了它的民俗文
化。成都的現代化與文化傳承完全體現出成都這個城市的包容性，在這我
感受到濃厚的生活氣息。」

香港樹仁大學三年級學生吳艷玲，已
經是第二次隨未來之星同學會來成都，
「這次是我主動申請想要參加『成都之
行』，這裡的美食和文化都很吸引
我。」她指，第一次來成都時，只有一
個概括性的感受和了解，而這次則比較
深入地了解成都的文化。
吳艷玲說：「在參觀太古里時有一

點自由活動的時間，我們就到旁邊大
慈寺當地人都會去的茶館喝茶，坐了
一個小時，聽旁邊的人擺龍門陣，感
受這裡的文化，感受成都的慢生
活。」吳艷玲指兩次來成都，既有熟
悉的地方，也有新鮮的感覺，「保持
一種新鮮的心態，就會發現什麼都是
新的。到一個地方，光知道有什麼景
點是不夠的，必須多去幾次，才能深
刻了解這裡的文化和人情味。」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故地重遊 感受慢活

香港公開大學電影設計及攝影數碼
藝術四年級學生梁泳龍是第二次到成
都，相比八年前來成都，此次來蓉讓他
對這個城市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很意
外成都會如此大力度地網羅人才，支持
大家創新創業，而香港並沒有很大力地
鼓勵我們去創業，這讓我很羨慕。」
梁泳龍指，畢業後他有一個五年規

劃，想在內地開一家咖啡館，展出自己
的作品並辦一些主題藝術展，吸引不同
的朋友來交流，「我原本想開在深圳，
但這次來成都，發現這裡很支持創業而
且生活節奏比較慢一些，我會考慮先把
咖啡店開在成都。我跟香港駐蓉經貿辦
也有交流，他們會對來蓉創業的港青提
供很多支持和幫助，這也加大了我來成
都的信心。」
和梁泳龍一樣，對成都創新創業氛
圍印象深刻的還有香港理工大學學生劉
麗萍，「在成都可以走進每個初創團隊
的辦公室參觀，並和他們深入交流，這
是一種難得的體驗。」劉麗萍大讚成都
的初創團隊給她印象最深是勇於嘗試、
不怕失敗，

「香港沒有成都這麼濃的創新創業氛
圍，有太多的擔憂和『包袱』。我是一
個喜歡嘗試新事物的人，也希望能挑戰
一下自己，有想法會嘗試一下創業。」

內地唸書 看好內地發展
曾樂怡是團員中較為活躍的一位，

在國情市情講座上向教授提問，在菁
蓉創客小鎮和成都大學菁蓉學院與
「創客」交流，主題都圍繞創新創
業，「我剛參加了『未來之星．從香
港出發——上海創新創業之旅』，很
意外在成都也有創新創業和人才方面
的資訊。」
曾樂怡從小在香港長大，中學畢業
後被免試推薦到武漢大學，比其他香港
同學多了一些對內地的了解，「在武漢
大學唸書的幾年裡，我感受到內地市場
和經濟的轉型，經歷了如支付寶、阿里
巴巴等創新對生活的改變。」今年即將
畢業的曾樂怡對內地的發展非常看好，
「我可能會回香港繼續深造，也可能會
到內地來創業就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港生想在天府之城開咖啡館

唱響《成都》點亮記憶
「分別總

是在『七』
月，回憶是

思念的愁……」當珠海學院中
文文藝創作三年級學生唐鈞禧
和組員們唱起這首《成都》
時，在成都的點點滴滴一一閃
過，「成都的歷史文化對我很
有啟發，我特別喜歡金沙遺址
博物館，很好奇金沙遺址是否
會有文字出土。這麼久遠的歷
史，一定會有文字，我就期待
着。」

拍難忘場景 記快樂友情
在結業儀式上，參加「成都

之行」活動的同學們用各種形

式的表演記錄在成都的體驗和
感受。其中香港樹仁大學一年
級學生譚思敏，平時就對拍視
頻感興趣，故這次也以創意視
頻記錄下了成都之行。她和組
員在每個地方都拍下一些有感
觸的場景，並直播了逛成都夜
市的情況，「我希望以一種特
別的方式把 8天行程記錄下
來，留給組員們一個回憶。」
在她看來，成都之行不僅讓
她認識了這個地方，也感受了
結識更多朋友的快樂，「每個
地方大家都在一起，這就是幸
福。」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雖然參觀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
時，碰上了突如其來的大雨，但香港高
等教育科技學院學生吳朗然仍然覺得很
值得，「我特別喜歡熊貓，在成都看到
剛出生的熊貓BB、長成毛球的幼年熊
貓，還有成年的熊貓，真是沒看夠。」
除了熊貓外，讓吳朗然記憶猶新的還

有成都對古建築的保護，「我們到錦
里、洛帶古鎮參觀，看到了很多傳統建
築與現代城市的融合，比如香港學生很
喜歡的星巴克咖啡，就有可能坐落在一
個老房子裡，而且融合得特別好。」吳
朗然說，中國的傳統文化非常吸引人，
而成都對傳統文化的保育做得很好，

「在成都蜀錦織繡博物館，我就看到蜀
繡、蜀錦被很好地保護和傳承下來。香
港沒有這麼多古代建築和傳統文化，而
且很多傳統文化也快失傳了。成都對傳
統建築和傳統文化的保護與傳承，很值
得香港學習。」
香港樹仁大學學生田俊豪也對四川

的川劇念念不忘，「原以為川劇會很
悶，沒想到川劇表演《芙蓉國粹》裡
的變臉和噴火會這麼精彩。」他笑
言，來成都幾天，四川話也慢慢可以
聽懂，還在成都博物館看到皮影戲，
體驗感受了當地的文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冒雨探熊貓「真是沒看夠」

��
�
�

八日七夜的緊湊行程，讓我深深體會到成都獨特的魅力不僅
在於歷史文化底蘊深厚，其邁向現代化和國際化的步伐也不容
忽視。我在現場欣賞川劇表演，發現成都對川劇傳承和推廣不
遺餘力。劇團在表演劇目、現場配樂和唱腔上均保留了川劇傳
統特色；演員「以老帶新」組合，讓年輕表演者透過與前輩合
作學習表演經驗。此外，舞台效果、旁白等方面，川劇均加入
了現代元素，中外觀眾都能明白劇情，享受表演。
第十一屆成都國際友城青年音樂節開幕禮是這次成都之旅的

另一亮點。成都以音樂節作為國際文化交流項目，吸引了來自全球
不同地方的表演者積極參與，而電視直播、網上轉播等，讓更多民
眾感受到成都包容、開放的城市特質。

■香港城市大學 洪英毅

今次是我第一次到成都，行程雖然緊密，卻能很有系統地讓我了
解成都的歷史、文化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成都到處都承傳着巴蜀
文明，並努力發展建設天府文化，致力成為一座世界文化城市。從
精緻的蜀錦刺繡，到古人嚮往的太陽神鳥；從承傳川劇的各種特
色，到現在國際化的結合演繹……每一樣都足以看出成都人熱愛自
己的文化，並加以承傳。此外，成都正在積極吸納世界各地的人
才，人才公寓以及7天免費住宿的計劃等既新鮮又有吸引力，相信
這些人才可以讓成都成為更具影響力的城市。
要說這次交流令我印象最深刻的環節，我還真說不上來。因為四

川處處都吸引着我，而這次活動只探索了一小部分而已，四川的更
多地方和特色，我還得在以後繼續去探索和認識。

■香港科技大學 黎麗瓊

城大生：川劇邁向國際化

科大生：處處吸引盼再探索

■參觀天府
新區成都科
學城。

■參觀菁蓉創
客小鎮和成都
大學菁蓉學
院，感受成都
創新創業氛
圍。

■參觀太古里等港資項目，感受蓉港合作。 ■參觀洛帶古鎮，感受成都歷史文化。

■田蓉（右七）、姜亞兵（左六）與學生代表合影。 ■2017「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成都之行」活動順利結業。 ■參觀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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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男孩》曝照 劉燁林依晨共乘單車粉紅無限
由劉俊傑導，劉燁、

林依晨、雷佳音、胡先煦

等擔綱主演的《老男孩》，近

日公布了“知愛”版人物劇

照，進壹步激發了網友對

於該劇的期待，想看“最

萌身高差同框”、“大頭

界的兩位扛把子對戲”的

呼聲與日俱增。目前，該

劇仍在有條不紊的拍攝

中，《老男孩》定會不負

眾望，為觀眾呈現壹部高

品質佳作。

桀驁機長+海歸甜心

“甜”“鹹”搭配CP感十

足

此前公布的先導片、

海報等影像體現了該劇精

良的制作和上乘的質感，

而“知愛”版人物劇照則

將角色形象更加生動的呈

現在了觀眾面前。其中機

長吳爭（劉燁飾）身著機

長制服散發出的熟男魅

力，與“麻辣海歸”女教

師林小歐（林依晨飾）的

知性氣質相得益彰。不久

前在《我的前半生》飾演

“前夫哥”的雷佳音，此

次化身文化商人，又會給

觀眾帶來怎麽樣的驚喜呢？

而胡先煦飾演的蕭晗“流

浪少年”的形象令人好奇

他在劇中的遭遇。另外，

劇照中透露著的人物關系

也同樣吸引人眼球，特別

是吳爭與林小歐同乘單車

的浪漫瞬間，為整部戲增

添了粉紅氛圍。

折射生活回歸初心 桀

驁老男孩感動成長

該劇采用 “老男孩”

視角描繪現實生活，將

“老男孩”的成長之路緊

扣真實日常。劇中既有人

至不惑之年的吳爭在生活

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後，

通過職場、情感上的種種

歷練實現自我蛻變的故事

，也有看似事業有成但感

情上長期空窗的史非追尋

真愛的過程，同時二人的

兄弟情陰差陽錯的成為了

雙方追愛路上最大的阻撓。

內心仍有少年情懷的“老

男孩”們，在仁義與愛情

之中做出抉擇時的心理變

化，透露著“年少不知愛，

知愛不少年”的理想情懷。

而該劇貫穿始終的“老男

孩”生活狀態及處世態度，

也折射了外表成熟實則內

心拒絕“長大”的壹類都

市人群心理，勢必引發濃

烈的情感共鳴。桀驁老男

孩人至不惑之年經歷的

“愛之初體驗”將帶給觀

眾最真實的感動。

電視劇《老男孩》由

華策克頓旗下上海好劇影

視發行有限公司、中南文

化北京千易時代文化傳媒

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其紮

實的劇本與新鮮的題材，

將用品質和誠意為觀眾帶

來壹場浪漫盛宴。

楊丞琳豪宅曝光
竟有這麽大的空間任寵物奔跑

楊丞琳臺風夜時，開直播與粉絲

互動，難得以全素顏居家模樣入鏡。其

中，她是為了拍攝愛犬Yumi，意外

曝光家中內部擺設，狗狗在超大客廳任

意奔走，豪宅裝潢也令粉絲不禁驚呼

好美！

楊丞琳晚間直播，在鏡頭前以

全素顏亮相，戴眼鏡上鏡，穿著條

紋T恤，壹開始還用鯊魚夾夾起頭

發，打扮相當居家。她還難得介紹

嘴角上方壹顆“隱藏痣”，坦言臉

上的痣其實不只壹顆，平時工作會

用妝蓋掉，唯有素顏時才能看見，

雖然曾試圖點掉，無奈後來又在同

個位置上長出來。

當晚直播壹共分成 3段，

在第 3次直播的過程中，楊丞

琳也分享與家中寵物的日常互

動，“為妳們示範，怎麽叫都

不會來的狗。”她頻頻大喊

“Yumi，來！”她原以為愛犬不會

理自己，結果沒想到對方竟然乖乖

走過來，為此又好氣又好笑地說，

“奇怪了，我覺得牠不給我面子，

他平時真的不會來，為什麽妳知道

有鏡頭在拍、妳就會裝乖咧！”

引人註意的是，楊丞琳在拍攝

愛犬Yumi走來的過程中，將鏡頭反

轉、意外拍到家中客廳的樣貌，除

了有白色沙發床、木質桌子及大電視

墻之外，寬敞地板上還鋪上十分有質

感的地毯，超大空間引來不少網友

驚呼，“房間好大”、“好美喔！”

此外，因臺風影響，楊丞琳家中頻

頻出現巨大風聲，讓壹向理性的她

忍不住害怕尖叫，也令粉絲十分擔

心。為此，她結束直播後，也曬出

壹張與 Yumi 的合照向眾人報告，

“我帶著女兒到母親家了！我今天

必須跟她壹起睡…怕怕”！

壹段小S在某節目裏和

阿雅吐露真心的片段被網友

熱議。視頻中小S因年輕時

經常將阿雅當做開玩笑對

象，不顧對方感受而誠摯道

歉，而這壹舉止也引來了網

友褒貶不壹的討論。

而後阿雅也在微博上發

布了壹段文字，似在聲援小

S：“想想多美好，我們會壹

直閨蜜到老，壹頭白發壹臉

幸福，繼續姐妹們的聚會，

回味生命中的美好。我們就

是彼此的日記。妳最懂我，

就這樣，每個女孩都有幾個

好閨蜜。”短短幾句話將兩

人22年的情誼娓娓道來。

節目中阿雅也透露自己

早已不在意此事，“能有小

S這樣的朋友真的很幸運，

但我也知道，她有我這樣的

朋友她很幸運”。深埋於心

底的心結終於解開，姐妹倆

感慨對方都已經長大成熟，

網友也為這段友誼打call。據

悉阿雅新書寫了長達幾千字

篇幅的文章來記錄她與小S

的友情，閨蜜友誼之深可見

壹斑。

馮德倫亮結婚戒指罕見秀恩愛
這樣評價舒泣

冯德伦 2016 年 9 月和舒淇结婚，夫妻俩私下甜蜜，却鲜

少公开晒恩爱，甚至一度引发外界揣测感情疑生变。他近

日上某节目宣传 2 人的“定情作” 《侠盗联盟》，除了亮

出手上闪亮婚戒，言谈中也流露出对太太的爱，罕见隔空放

闪的举动羡煞众人，同时也直接瓦解先前的婚变传言。

在该节目放出的最新预告中，冯德伦面对小 S 的犀利

提问，果不其然，话题焦点几乎都围绕在感情事上。被问

到电影女主角舒淇的表现，从 1 到 10 给打几分？他毫不犹

豫地回答，“她当然是 10 分”，说话的同时语气温柔，脸

上则挂满幸福笑容。

舒淇婚后个性有改变吗？冯德伦表示，小两口鲜少吵架，

“我觉得她一直都很好啊。”谈话的过程中，他被眼尖的杨丞琳

发现，手上戴着闪亮婚戒，被问到为何一直戴着戒指？他则透露

并没有特别的原因，“就是你就看到，恩~开心~。”

22年情誼深！
阿雅聲援小S：

我們會壹直閨蜜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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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月計劃》定檔825
孫堅陳燃情定天鵝堡

由灝然執導，人氣偶像孫堅、

時尚女星陳燃領銜，青年演員汪洋、

王小橙、齊超聯袂主演的浪漫愛情輕

喜劇《蜜月計劃》宣布定檔 8月 25

日，搶灘七夕。影片橫跨亞、歐兩大

洲，輾轉柏林、慕尼黑、廣州三地取

景，以被譽為“世界上最美的童話

城堡”的天鵝堡為背景進行拍攝，在

最接近童話的地方，為觀眾講述壹個

兼具浪漫氣息與現實意義的愛情故

事，堪稱婚前必看電影，強勢領跑

七夕檔。

影片定檔海報及先導預告同步曝

光，孫堅與陳燃養眼出鏡，蜜月狀況

連連，閨蜜們各出奇招，更是風波不

斷。影片slogan——“婚前轉正，婚

後試愛，8月25日，穩住別浪”，令

人不禁好奇電影講述了怎樣壹個引人

入勝、不落俗套的愛情故事。

天鵝堡蜜月之旅
閨蜜同行上演鑒渣大作戰
此次發布的《蜜月計劃》定檔海

報，色調以森林綠和品紅色為主色

調，夢幻溫馨，質感精良，孫堅身攬

陳燃坐在行李箱上，熱氣球、草編

帽、天鵝堡海報點綴在側，蜜月旅行

的甜蜜度up up up。

愛情、浪漫、輕喜劇元素

也在先導預告中初見端倪，漫

山遍野的皚皚白雪仿佛夢境，

孫堅飾演的王嘉樹壹襲潔白禮

服化身白馬王子，向陳燃飾演

的周北北款款深情走來，單

膝跪地，滿懷愛意的送上鉆戒

求婚，不料半路卻殺出楊茉

莉、孟薇薇、齊小黑組成的閨

蜜團，攻心計、美人計齊上

陣，勢要“抓住他的弱點，攻

破他的防線”，妳來我往，“殺

機”暗藏，壹場鑒渣大作戰笑鬧

登場，令人期待值爆棚。

七夕檔扛鼎之作
檢驗愛情要旅行也要閨蜜
《蜜月計劃》講述了不打

不相識的周北北和王嘉樹成為

了戀人，閃婚後決定前往德國天鵝

堡開始蜜月旅行。然而，突然得知

周北北閃婚的三個閨蜜擔心兩人結

婚只是壹時沖動，遂私下決定要幫

助北北驗證嘉樹是否靠譜。二人的

蜜月計劃被閨蜜們撞破，被迫變成了

五人行。旅途的風波出乎所有人的意

料，途中鬧劇不斷，閨蜜間漸生嫌隙，

兩人的愛情也面臨告急……

旅行是檢驗愛情的最好方式，

男女主人公不僅旅行，還跟壹幫閨蜜

壹起旅行——影片用別出心裁的故

事架構，輕松詼諧、不露聲色的刻

畫了當下年輕人的戀愛觀。片中每個

人物的戀愛路徑都不甚相同：壹見

鐘情、熱戀、異地戀、暗戀、失戀

等，每個人的愛都獨特而深刻。關

於這個時代的愛情的思考，讓這部

影片既不乏愛情片的唯美浪漫，也

具備了戀愛指導意義。走心的筆觸

讓觀眾跟隨主人公光影流轉進行了

壹場天鵝堡之旅後，恍然從中看到

了自己的影子，不失為壹部張弛有

度、有思考、有誠意的好電影。

據悉，《蜜月計劃》由北京源石

影視文化有限公司、北京合拍欣喜影

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將於

8月25日甜蜜上映。

《南極絕戀》定檔 1201
楊子姍滿臉鮮血眼神有戲

由吳有音導演，楊子姍、趙又廷聯

袂主演的電影《南極絕戀》宣布定檔

2017年12月1日，電影先導預告片、定

檔海報以及全新劇照隨之曝光。除此之

外，楊子姍主演的電視劇《好久不見》、

《紅薔薇》，電影《路過未來》也將陸

續與觀眾見面。

實景拍攝結合CG特效 楊子姍冰雪
仙境遇危機

電影《南極絕戀》根據導演吳有音

創作的同名長篇小說改編，是中國影史

上第壹部在南極實地取景拍攝的故事長

片。該片於2015年開始籌備，進行了長

達28天的實地拍攝，並歷時

壹年進行棚拍及後期制作，

總投資過億。

純粹的自然景觀與電影

的藝術設計完美結合，從預

告片中展現的南極“凍土仙

境”就能感受到這部電影視

覺上的震撼。由楊子姍飾演

的女主角就是在這樣唯美壯

觀的景色下上演了壹場萌生

於災難之中的絕美愛情。

從曝光的海報中可以看

出，南極冰雪世界上飛機墜

毀的殘骸，如此美麗的景色下卻暗藏無

數殺機。楊子姍身受重傷滿臉是血的在

絕望中吶喊，但依然不忘尋求生機，其

更是用堅定而又倔強的眼神告訴所有觀

眾如此絕境之下依然可以“因愛而生”。

楊子姍變身高空物理學家 荊如意實
力上線

楊子姍因出演趙薇[微博]執導的電

影《致青春》壹炮而紅，隨後其出演的

《重返20歲》、《記憶大師》等影片廣

受好評的同時更是讓她的演技得到業內外

的壹致認可。此次在《南極絕戀》中飾演

女主荊如意，壹個出身於高級知識分子家

庭的高空物理學家。在外出搭乘的飛機路

過南極上空時，不幸遇到了極暴，飛機墜

毀，其更是身受重傷，在生死壹線之際被

趙又廷飾演的吳富春所救。死裏逃生的

兩人，將面臨著惡劣的天氣、重傷的身

體以及匱乏的物資等多重挑戰。

林超賢反恐片林超賢反恐片《《紅海行動紅海行動》》正式殺青正式殺青
張譯杜江登軍艦入沙漠張譯杜江登軍艦入沙漠 ““也門撤僑也門撤僑””事件改編事件改編

軍事動作片《紅海行動》由林超賢執導，梁鳳

英監制，張譯、杜江、黃景瑜、海清、蔣璐霞、尹

昉、王強、郭家豪、王雨甜、麥亨利等主演，張涵

予特別出演。從前期籌備堪景到摩洛哥實景拍攝，

再轉戰國內攝制，近日電影已正式殺青。

電影根據“也門撤僑”真實事件改編，講述了

中國海軍蛟龍突擊隊奉命執行撤僑任務，兵分兩路

進行救援；同時，恐怖分子首領正在密謀不法行

動，突擊隊必須阻止攔截的故事。《紅海行動》總

拍攝期達五個月，由《湄公河行動》原班人馬坐

鎮，五億投資為電影制作全面升級，是中國首部

現代化海軍電影。

林超賢始終秉持“實景拍攝，拒絕棚拍”的原

則，率百人劇組赴北非摩洛哥取景，劇組常需驅車

幾個小時深入荒無人煙的高山和沙漠，以張譯為隊

長的“蛟龍突擊隊”在鋪天蓋地的沙塵和多種不知

名蚊蟲中艱苦開工，吃盡苦頭。

長達四個多月的異國拍攝，惡劣環境

下，主演們被虐到發微博吐露辛酸苦辣。主

演張譯曾在拍攝期間發表長文，以苦中作樂

的樂觀心態記錄這段經歷：“晚上睡覺如果

不小心張了嘴，就會被渴醒”、“睡覺要是

忘了關窗戶，早上會以為自己躺在磨砂皮的

床單上，下床渾身都得抖壹抖”。而另壹位

主演海清則發圖向網友“求助”：“我被咬

了19個包，壹直以為是非洲毒蚊子，用了各

種滅蚊避蚊方法不管用今天早上臉上又被咬

了四個大包，徹底破相了”、“又疼又癢，

壹抓就出血和膿”。

日前電影已殺青，張譯微博發文表達了

自己的不舍：“兄弟們問我，要走了嗎？我故意沒

有回復這條信息，只想靜悄悄地離開。相處半年，

從北非到廣東，艱辛、火熱，大家壹起度過了最艱

難的日子。林超賢導演說，我們都沒有退路……於

是大家已經成了真正的戰友。戰友的離別，總是難

過的。我離開了房間，靜靜地關上房門，慢慢地走

下電梯，看見，兄弟們全都站在了門口……”

杜江殺青後感慨“真實世界和平的難能可

貴”，“我們看不到黑暗，是因為有人為我們遮擋

了黑暗。”“這幾個月才真正明白，我們每壹天的

奮鬥努力或是瑣碎消磨，都是因為有人在千裏之外

以命相博。我不鼓吹英雄主義，但內心時刻充滿敬

畏。”

飾演狙擊手的黃景瑜以九宮格圖片紀念這次

“圓夢之旅”：“這個故事持續了壹百六十七天，經

歷了冬、春、夏，跨越亞洲非洲，呆過近十個城市，

不知道跑了多少公裏。感受過狂風烈日暴雨低溫，目

睹了飛機坦克軍艦真槍實彈。爬了山吃了土，穿了軍

裝剃了板寸，給了我壹段畢生難忘的經歷。”

作為中國首部現代化海軍電影，《紅海行動》

國內拍攝得到了中國海軍的大力支持，不僅得以登

上中國軍艦實景拍攝，而且在中國軍艦前舉辦了首

次新聞發布會。電影將於年內於大家見面，在林超

賢作品優秀口碑基礎上，巨額的投資、精良的制作

和實力演員的助陣，《紅海行動》當仁不讓成為

2017年最受期待的動作電影。

《紅海行動》由博納影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星夢工場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中國人民解放軍海政

電視藝術中心、英皇影業聯合出品，林超賢導演，

於冬總制片人，梁鳳英監制。

塗們憑《老獸》獲獎 FIRST 最佳演員現“雙黃蛋”
第11屆西寧FIRST青年

電影展頒獎典禮如期舉行，

現場共頒出包括最佳導演、

最佳劇情片、最佳演員、

最佳紀錄片、最佳短片等在

內的10個重量級獎項。演員

塗們和鄭人碩分別憑借《老

獸》、《川流之島》雙雙獲

得“最佳演員獎”。評委會

評價塗們在片中的精彩表

現：“演員的表演超越了影

片自有的空間，恰切的吻合

影片並不張揚的氣質，自如

地引導駕馭著文本的流轉，

為影片的完成奠定了夯實的

基礎。”

塗們在《老獸》中飾演

的“老楊”曾經是鄂爾多斯

地區財富激蕩時代的乍富階

層，如今已破產多年，閑賦

在家，與兒女關系緊張，

對長期臥床的老伴也漸失

耐心。壹日，舊時好友盧

布森帶著自己的駱駝進城

看獸醫，拜托老楊暫時代

為看管，老楊卻將其變賣。

後為彌補過失偷偷挪用老伴

的手術費，敗露後被盛怒

的子女綁架，老楊怒其不

念養育之恩，毅然把不孝子

告上法庭……

此前，演員塗們經常以

成吉思汗、蒙古王爺等歷史

人物形象出現在觀眾面前。

壹直想嘗試新戲路的塗們收

到《老獸》的劇本後，被導

演周子陽的故事構建和主人

公老楊身上的乖戾生猛之氣

所吸引，當即決定參演。之

前，塗們曾憑借影片《告別

》入圍過 FIRST“最佳演員

獎”，但遺憾止步於提名階

段，此番終於憑借《老獸》

中嫻熟自然的演技捧回大

獎，其飾演的角色老楊更被

影評人譽為“近年來國產電

影中塑造的最為鮮活生動的

人物之壹。”

對於影片中老楊復雜的

人物內核，導演周子陽表

示，“有的人就像沙漠裏的

‘蒺藜’，以傷害他人作為

自己的生活方式，這正是我這

部電影想要表達的困境。”

在入圍第十壹屆FIRST電影節

的影片中，《老獸》像是壹

股刮進西寧的冷冽西北風。

除了主演塗們，周子陽更大

膽啟用不少非專業演員，內

蒙演員搭配內蒙普通話，演

繹著特定區域的城市故事。

演員整體表現俱佳，也展現

了周子陽的導演功力，這樣

的把控力在年輕創作者中也

實屬不易。導演深耕現實主

義，以粗糲的影像質感，丟

掉濾鏡式的拍攝手法，力求

為觀眾還原出逼仄的現實。

同時融入超現實主義元素，

構建了壹個導演眼中頗具魔

幻色彩的鄂爾多斯。

由青年導演周子陽執導、

王小帥監制、冬春（上海）

影業有限公司出品的電影

《老獸》，首次出征電影節，

就受到了評委會和諸多影評

人的認可。首戰告捷，也令

行業對秉持著關照現實、制

作有溫度電影理念的冬春影

業的未來保留了更多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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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張曦雯、陳婉衡和朱智
賢等人昨日到酒店泳池出席節目《3日2夜》之「暢游夏
水禮」宣傳活動，眾人穿上泳衣外加T恤玩水上遊戲，
「咪神」陳婉衡就穿運動Bra Top大騷事業線搶鏡，反而
「打機女神」張曦雯就相當密實，穿背心短褲只露腰。
玩遊戲時眾女都毫不錫身，陳婉衡和朱智賢玩水上擂台

時如女子摔角，最後二人齊齊落水。笑指陳婉衡的性感打
扮搶盡風頭，她笑道：「我以為好醒目所以不穿泳衣只穿
sport bra，諗住玩遊戲時會粗魯，這樣安全一些。」對於
朱智賢兇狠地拖陳婉衡一起落水，朱智賢笑道：「我都是
男仔頭性格，玩起上來會粗魯，希望陳婉衡不會被我嚇

到，不過她都知我性格，之前一起去爬天坑出生入死，大家熟絡才
玩得夠癲。」問到混亂中有否打到對方，朱智賢笑稱不知道，只知
道陳婉衡用船槳打了她一下，笑到停不到口。早前去西班牙巴塞隆
拿拍攝《3日2夜》的陳婉衡，透露有到當地天體沙灘參觀，但她
就沒膽量嘗試，將來如去到四野無人的地方才會試一下天體滋味。
朱智賢本月10日就啟程到韓國首爾拍攝，已準備好四五套泳衣，
去到目的地後會嘗試玩划紙船渡漢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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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曾志
偉與劉心悠為「奇華至尊月餅」拍攝全
新廣告，昨日二人以文藝典雅造型出
席，更即場示範廣告中情深對望一刻，
心悠望着志偉也忍不住笑；當談到拍攝
趣事，心悠將「要彈古箏好辛苦」說成
「要彈古精好辛苦」，即被志偉連番取
笑說：「古精真係好難彈！」令心悠無
奈尷尬傻笑。
志偉跟心悠早於12年前在電影《阿

嫂》中合作過，他大讚心悠至今不變
一樣靚女。問到今次於廣告中是否合
演情侶才要情深對望，志偉笑說：
「導演沒講明，想給大家有性……幻
想呀！」再問心悠如有志偉這樣幽默
的男友會否好冧？她只勉強笑着點
頭，志偉直言：「這即是有問題
啦！」心悠才笑說：「我也喜歡笑，
而且外表也不重要！」志偉拍拍褲袋
說：「疊水就得啦！」
問志偉有否介紹好男仔給心悠？他不

忘搞笑：「好難喎，她百毒不侵，而我

身邊只得兩種朋友，就是豬朋和狗友，
又怎介紹得落手！」心悠表示其實是時
候未到，即使之前張智霖有介紹男生，
她也說：「不是怎樣去介紹，大家有坐
埋吃飯！」志偉又抵死地說：「怎樣也
發展不到啦，灌醉推她入房，她都調頭
走出來！不過她在這圈其實很罕有，好
乖乖女，從來沒什麼不好的新聞，所以
懷疑她有病，一工作完就回家了！」

心悠偕母台灣過中秋
提到中秋佳節會如何度過，志偉即指

着心悠：「她一定好難過，我通常不用
開工就瘋狂72小時去迎月、賞月和追
月，要72小時不好（飲醉酒）被抬出
去，現在好彩有月餅頂住！」心悠則表
示今年會跟媽媽在台灣過中秋，還會帶
月餅去賞月，可以切薄片食不怕肥，志
偉繼續揶揄心悠：「以前她一大件食，
現在親戚多要切薄片食，如果我切薄片
食，親戚一定跟我脫離關係！」心悠全
程無力招架，只好不停掩咀傻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苟
芸慧（苟姑娘）與男友陸漢洋正熱
戀中，前日苟姑娘出席活動被問到
婚期時，表示留待男友出席活動時
回應，昨日二人一起到金鐘出席
《電子方程式錦標賽》記者會，其
間又恩愛挽手合照，正當大家以為
陸漢洋有喜訊宣佈時，他就笑謂只
是大會宣佈苟姑娘擔任大使，他們
沒有特別事宣佈，他亦有看報道，
可能是說話上字眼有少少誤會。苟
姑娘亦解釋是自己完全誤會了記者
的問題才會有少少誤會，事後亦有
跟男友講返。
陸漢洋就表示一定會與苟姑娘結
婚，但就未定好日子。問到求婚沒
有？他說：「太私人嘢，唔講你哋
知，留返個surprise畀女友。」苟姑
娘就表示不心急結婚。陸漢洋續稱
與女友一直都有傾，大家亦有共
識，他笑說：「人物定咗，腦海準
備緊地點，時間冇規限，（香港定
海外舉行婚禮？）會尊重返女友，
佢家人喺加拿大，一定會去，香港
好多朋友走唔甩。」他謂其他細節
還未想到，想給女友最甜蜜最浪漫
的婚禮。苟姑娘大讚男友平時已經
好浪漫，陸漢洋聞言大表驚喜說：
「今日讚我喎，多謝有你哋（指記
者）喺度佢會對我好啲。」

男友教擺嘟嘴甫士
苟姑娘自爆早前拍攝唇膏廣告，

男友教她做出很多嘟嘴甫士，他作
為一個賽車手那麼有型的形象，肯
為她犧牲做這些事，不是個個男仔
肯做，是很浪漫的一件事，雖然相
片最後都沒用到，但覺得好sweet。
她又笑說：「覺得個造型唔係好似
我，有人話啲相唔似我，似苑瓊
丹。」笑問到二人是否不停錫住來
練習？陸漢洋說： 「其實都唔出
奇，一對情侶kiss好正常，佢一向
都好靚，所以表情少啲都好靚，我
就將平時上賽車頒獎台個表情教
佢，希望大家工作上有一齊的機
會，佢需要信任的人喺身邊。」
苟姑娘大讚男友不單在賽車技術
上教到她，就連影硬照都能給她意
見。陸漢洋就指對女友現時駕車的
車速開始有點驚，因圈速越來越
快，離專業車手不遠。最後他又表
示希望可獲Formula E贊助花車，
結合賽車、結婚及香港的元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石
詠莉（Sukie）昨日到電台宣傳新歌
《以前》，早前她因持續發燒而入
院，談到身體狀況，Sukie表示已好
了很多，但未完全恢復，感到很疲
倦，日前還要拍MV。
消瘦了的Sukie，表示現已肥返一

點，之前出院更瘦了九磅，見到自
己塊臉又青又乾都很擔心。她謂入
院是因病毒加病菌入侵，初時醫生
未找到病因，加上期間又發燒至四
十度，是她從未發生過的，所以都
很驚，幸好現時已痊癒，她又笑謂
不知燒完會否高了及可以變聰明，
問到未婚夫鄧健泓（Patrick）是否
都好驚？Sukie 說：「佢都驚，
（Patrick悉心照顧你好感動？）都
感動，多謝佢為我做咗好多嘢，但
唔講咁多，怕大家聽到又作嘔。」

Sukie表示新碟將於今個月九號推
出，稍後會舉行新碟發佈會。簽了
新公司的她表示有了公司幫手，不
用像之前很多事都要和男友兩個腦
四隻手去做，舒服很多，公司在音
樂上又給予很大自由度，令她感到
好幸福。

香港文匯報訊 年僅9歲的譚芷昀（Celine）參加美國才藝

節目《全美一叮》（America's Got Talent、AGT），憑翻唱

Celine Dion名曲《My Heart Will Go On》成功晉級。她近

日於第二輪賽事翻唱Michael Bolton 的《 How Am I Sup-

posed to Live Without You 》，獲Golden Buzzer直送半準

決賽，同時亦是首次有華人摘此榮譽。

Celine再戰《全美一叮》直送半準決賽

譚芷昀早前獻
唱國際天后

Celine Dion 之經
典 名 曲 《 My
Heart Will Go
On 》成功晉級，

為港增光。昨日香港
時間早上8時，美國播出最新一集
的《AGT》，聲名大噪的Celine
出場，翻唱美國男歌手Michael
Bolton的《 How Am I Supposed
to Live Without You 》。
Celine獻唱期間，當然大展「小

巨肺」實力，評判們一臉欣賞神
情，觀眾們也大聲歡呼，有些更
站立拍掌。Celine唱畢後，評判
Heidi Klum表示：「觀眾都為你
瘋狂！」，Celine即道謝，客席評

判Laverne Cox更表示：「我想帶
你返屋企，你好可愛、好得意，
把聲好正，好有才華，好多謝
你，我好佩服，你咁可愛我忍唔
住喇！」之後更雙手按下每個評
判只能按一次的 Golden Buzzer
（黃金按鈕） ，舞台現場隨即金
粉漫天，代表 Celine 已再晉級，
打入下一輪AGT的現場直播半準
決賽，同時成為首位在《AGT》
中獲得 Golden Buzzer的華人，揚
威海外。

承諾下次live show唱更好
Celine摘Golden Buzzer後，驚

訝得O嘴，久久合不攏嘴。特地
去到現場捧場的Celine父母及妹妹
Dion都相當興奮。Laverne Cox隨

後上台擁抱Celine道賀。
AGT 的官方 facebook 及 You-
Tube，昨早上載了小Celine 的最
新演出片段，點擊率至截稿前已高
達497萬，走勢極凌厲。Celine昨
早亦有收看，她更透過短片多謝大
家支持：「我好開心，今次拿到
個 Golden Buzzer，我要多謝啲評
判同埋多謝AGT，多謝你哋嘅支
持，我下個表演係live show，一定
會唱更好嘅歌畀你哋聽㗎。」
至於Celine的經理人老闆蕭定
一亦好雀躍，在網上留言：「Ce-
line你真係好勁呀！年紀咁細居然
可以攞到Golden Buzzer，仲係第
一個華人攞到，真係叻叻，香
港人之光 how can we suppose to
live without u！」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李慶全）鄭
伊 健 、 麥 明 詩
（Louisa）與林曉
峰（阿Lo）齊出席
其聲演的動畫電影
《Emoji 大冒險》
首映禮，其中Loui-
sa穿低胸裙谷出三
吋事業線，她更獲
父母及哥哥來撐
場，另朱千雪、岑
杏賢、吳業坤、蔣家旻及馮盈盈等也來欣賞電影。
Louisa作為配音新人，她坦言有一定難度，因自覺聲線
較平，所以也向伊健和阿Lo兩位前輩學習。但在台上阿
Lo說她的聲線「老」，阿Lo解釋是指她老練，且她畢竟
是港姐冠軍，也不敢批評她。伊健隨即讚Louisa其實配得
不錯，反之自己雖曾有配音經驗，但聲演男主角也是第一
次，主要是自己有幽閉恐懼症，過去拍了多部江湖片均沒
親自配音，所以這次從頭擔到尾感覺也頗辛苦。
不過阿Lo笑言要Louisa對着他倆的確好辛苦，Louisa
笑答：「我實在應接不暇，前輩面前又不敢亂講說話，得
他寸我，我又不能寸他，又話我老練、成熟，在抬高我但
暗地不知是否真心。」伊健自辯雖然在娛樂圈打滾這麼多
年，實質沒她所想般複雜，阿Lo即取笑她老練得像80年
代的港姐？」Louisa快轉數答他：「出世呀？我都keep得
幾好！所以對着他倆真像港姐面對司儀一樣，真的招架不
到，但也學到很多！」

指心悠太深閨 圈中罕有

志偉取笑：懷疑她有病

麥
明
詩
被
伊
健
阿
Lo
話
老
練

苟姑娘讚男友好浪漫
陸漢洋準備驚喜求婚

石詠莉發燒入院 獲鄧健泓悉心照顧

■■CelineCeline前日偕前日偕
胞妹在港出席胞妹在港出席
首映禮首映禮。。

■Celine 的
家人都相當
興奮。

■苟芸慧與陸漢洋一直都有傾婚事。

■志偉與心悠即場示範廣告中情深對望一刻。

■林曉峰、麥明詩、鄭伊健分享
配音經歷。

■ 陳 婉 衡
(左)和朱智
賢表現如女
子摔角。

■■CelineCeline 摘摘 GoldenGolden
BuzzerBuzzer 後後，，驚訝得驚訝得
OO嘴嘴。。

■■CelineCeline再能成功晉級再能成功晉級。。

■評判Laverne Cox雙手按下Golden Buzzer。

■石詠莉出院後瘦了9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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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青年攜手赴蓉識國情
感受歷史風情 體驗創業氛圍 掌握成都發展

2017「未來之星．從香港出

發——成都之行」於7月23日至

30日圓滿舉行，來自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

學、香港浸會大學等15間香港大專院校及武漢大學、暨南大

學兩間內地高校的近50名學生，走進祖國西南重鎮，感受成

都的歷史文化、風土人情之餘，亦體驗當地創新創業氛圍，

掌握成都的最新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團員在2017成都國際友城青年音樂周快樂自拍留念。

星
－
言
－
星
－
語

此行是未來之星同學會與成都市政府港澳辦簽署共同組織開展兩地青
少年交流活動合作協議後的第一次活動，也是「從香港出發系列」

活動連續第二年在成都舉行。

田蓉：最大熱情擁抱人才赴蓉
交流團訪蓉期間，成都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田蓉會見了香港大公文匯

傳媒集團董事、未來之星同學會執行主席姜亞兵和青年學生代表。田蓉表
示成都將用最大的熱情擁抱人才赴蓉發展，成就青年人更美好的未來。
在為期8天的參訪交流活動中，同學們參觀金沙遺址博物館、都江堰水

利工程、武侯祠等歷史文化遺蹟，感受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和中華民族的
偉大智慧；探訪包括香港賽馬會奧林匹克學校在內的港資項目，體會到香
港與內地血濃於水的骨肉親情以及蓉港緊密的經貿關係；通過參觀菁蓉創
客小鎮，實地感受內地創新創業熱潮；國情市情講座則讓同學進一步感受
內地發展的最新面貌。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社長助理、未來之星同學會副主席施倩在結業儀

式上致辭時表示，成都是中國持續繁榮時間最長的城市之一，這裡既完整
留存了璀璨中華文明之根源，又流動着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基地的新鮮血
液，「相信這8天的見聞和體驗，一定會給大家帶來新的思考和啟發。」
她相信活動可幫助香港同學們拓展視野，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國情。
成都市港澳辦副主任楊平亦表示，行程中同學們不僅深度體驗了成都歷史

文化特色，也參觀了以創新創業聞名的菁蓉小鎮，還與成都大學的大學生進
行交流互動，「從大家喜悅的臉上，感受到這是一次有意義的、值得回味的
活動。希望大家通過成都體驗，主動做成都與香港交流的使者，向更多的香
港青年介紹成都，關注成都的繁榮發展，不斷深化蓉港交流合作。」

港生感受到政府對新一代重視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通識及文化研究三年級學生譚小娟認為，「菁蓉
計劃的發展使我感覺到政府對青年創業的大力支持，以及對新一代人才的
重視。怪不得人人都說成都是一個夢想之都，一個圓夢的地方。」在成
都，她感受到青年未來創意創業發展的希望。
譚小娟還提到，成都的硬實力毋庸置疑，而其軟實力更是不容忽視，

「一個真正能留住人的城市，是它的文化氣息與生活氣息。成都有非常現
代化、繁華的一面，比如成都的環球中心彷彿與香港的一模一樣。然而，
它也有非常古城的一面，例如武侯祠、寬窄巷子等就保留了它的民俗文
化。成都的現代化與文化傳承完全體現出成都這個城市的包容性，在這我
感受到濃厚的生活氣息。」

香港樹仁大學三年級學生吳艷玲，已
經是第二次隨未來之星同學會來成都，
「這次是我主動申請想要參加『成都之
行』，這裡的美食和文化都很吸引
我。」她指，第一次來成都時，只有一
個概括性的感受和了解，而這次則比較
深入地了解成都的文化。
吳艷玲說：「在參觀太古里時有一

點自由活動的時間，我們就到旁邊大
慈寺當地人都會去的茶館喝茶，坐了
一個小時，聽旁邊的人擺龍門陣，感
受這裡的文化，感受成都的慢生
活。」吳艷玲指兩次來成都，既有熟
悉的地方，也有新鮮的感覺，「保持
一種新鮮的心態，就會發現什麼都是
新的。到一個地方，光知道有什麼景
點是不夠的，必須多去幾次，才能深
刻了解這裡的文化和人情味。」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故地重遊 感受慢活

香港公開大學電影設計及攝影數碼
藝術四年級學生梁泳龍是第二次到成
都，相比八年前來成都，此次來蓉讓他
對這個城市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很意
外成都會如此大力度地網羅人才，支持
大家創新創業，而香港並沒有很大力地
鼓勵我們去創業，這讓我很羨慕。」
梁泳龍指，畢業後他有一個五年規

劃，想在內地開一家咖啡館，展出自己
的作品並辦一些主題藝術展，吸引不同
的朋友來交流，「我原本想開在深圳，
但這次來成都，發現這裡很支持創業而
且生活節奏比較慢一些，我會考慮先把
咖啡店開在成都。我跟香港駐蓉經貿辦
也有交流，他們會對來蓉創業的港青提
供很多支持和幫助，這也加大了我來成
都的信心。」
和梁泳龍一樣，對成都創新創業氛
圍印象深刻的還有香港理工大學學生劉
麗萍，「在成都可以走進每個初創團隊
的辦公室參觀，並和他們深入交流，這
是一種難得的體驗。」劉麗萍大讚成都
的初創團隊給她印象最深是勇於嘗試、
不怕失敗，

「香港沒有成都這麼濃的創新創業氛
圍，有太多的擔憂和『包袱』。我是一
個喜歡嘗試新事物的人，也希望能挑戰
一下自己，有想法會嘗試一下創業。」

內地唸書 看好內地發展
曾樂怡是團員中較為活躍的一位，

在國情市情講座上向教授提問，在菁
蓉創客小鎮和成都大學菁蓉學院與
「創客」交流，主題都圍繞創新創
業，「我剛參加了『未來之星．從香
港出發——上海創新創業之旅』，很
意外在成都也有創新創業和人才方面
的資訊。」
曾樂怡從小在香港長大，中學畢業
後被免試推薦到武漢大學，比其他香港
同學多了一些對內地的了解，「在武漢
大學唸書的幾年裡，我感受到內地市場
和經濟的轉型，經歷了如支付寶、阿里
巴巴等創新對生活的改變。」今年即將
畢業的曾樂怡對內地的發展非常看好，
「我可能會回香港繼續深造，也可能會
到內地來創業就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港生想在天府之城開咖啡館

唱響《成都》點亮記憶
「分別總

是在『七』
月，回憶是

思念的愁……」當珠海學院中
文文藝創作三年級學生唐鈞禧
和組員們唱起這首《成都》
時，在成都的點點滴滴一一閃
過，「成都的歷史文化對我很
有啟發，我特別喜歡金沙遺址
博物館，很好奇金沙遺址是否
會有文字出土。這麼久遠的歷
史，一定會有文字，我就期待
着。」

拍難忘場景 記快樂友情
在結業儀式上，參加「成都

之行」活動的同學們用各種形

式的表演記錄在成都的體驗和
感受。其中香港樹仁大學一年
級學生譚思敏，平時就對拍視
頻感興趣，故這次也以創意視
頻記錄下了成都之行。她和組
員在每個地方都拍下一些有感
觸的場景，並直播了逛成都夜
市的情況，「我希望以一種特
別的方式把 8天行程記錄下
來，留給組員們一個回憶。」
在她看來，成都之行不僅讓
她認識了這個地方，也感受了
結識更多朋友的快樂，「每個
地方大家都在一起，這就是幸
福。」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雖然參觀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
時，碰上了突如其來的大雨，但香港高
等教育科技學院學生吳朗然仍然覺得很
值得，「我特別喜歡熊貓，在成都看到
剛出生的熊貓BB、長成毛球的幼年熊
貓，還有成年的熊貓，真是沒看夠。」
除了熊貓外，讓吳朗然記憶猶新的還

有成都對古建築的保護，「我們到錦
里、洛帶古鎮參觀，看到了很多傳統建
築與現代城市的融合，比如香港學生很
喜歡的星巴克咖啡，就有可能坐落在一
個老房子裡，而且融合得特別好。」吳
朗然說，中國的傳統文化非常吸引人，
而成都對傳統文化的保育做得很好，

「在成都蜀錦織繡博物館，我就看到蜀
繡、蜀錦被很好地保護和傳承下來。香
港沒有這麼多古代建築和傳統文化，而
且很多傳統文化也快失傳了。成都對傳
統建築和傳統文化的保護與傳承，很值
得香港學習。」
香港樹仁大學學生田俊豪也對四川

的川劇念念不忘，「原以為川劇會很
悶，沒想到川劇表演《芙蓉國粹》裡
的變臉和噴火會這麼精彩。」他笑
言，來成都幾天，四川話也慢慢可以
聽懂，還在成都博物館看到皮影戲，
體驗感受了當地的文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冒雨探熊貓「真是沒看夠」

��
�
�

八日七夜的緊湊行程，讓我深深體會到成都獨特的魅力不僅
在於歷史文化底蘊深厚，其邁向現代化和國際化的步伐也不容
忽視。我在現場欣賞川劇表演，發現成都對川劇傳承和推廣不
遺餘力。劇團在表演劇目、現場配樂和唱腔上均保留了川劇傳
統特色；演員「以老帶新」組合，讓年輕表演者透過與前輩合
作學習表演經驗。此外，舞台效果、旁白等方面，川劇均加入
了現代元素，中外觀眾都能明白劇情，享受表演。
第十一屆成都國際友城青年音樂節開幕禮是這次成都之旅的

另一亮點。成都以音樂節作為國際文化交流項目，吸引了來自全球
不同地方的表演者積極參與，而電視直播、網上轉播等，讓更多民
眾感受到成都包容、開放的城市特質。

■香港城市大學 洪英毅

今次是我第一次到成都，行程雖然緊密，卻能很有系統地讓我了
解成都的歷史、文化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成都到處都承傳着巴蜀
文明，並努力發展建設天府文化，致力成為一座世界文化城市。從
精緻的蜀錦刺繡，到古人嚮往的太陽神鳥；從承傳川劇的各種特
色，到現在國際化的結合演繹……每一樣都足以看出成都人熱愛自
己的文化，並加以承傳。此外，成都正在積極吸納世界各地的人
才，人才公寓以及7天免費住宿的計劃等既新鮮又有吸引力，相信
這些人才可以讓成都成為更具影響力的城市。
要說這次交流令我印象最深刻的環節，我還真說不上來。因為四

川處處都吸引着我，而這次活動只探索了一小部分而已，四川的更
多地方和特色，我還得在以後繼續去探索和認識。

■香港科技大學 黎麗瓊

城大生：川劇邁向國際化

科大生：處處吸引盼再探索

■參觀天府
新區成都科
學城。

■參觀菁蓉創
客小鎮和成都
大學菁蓉學
院，感受成都
創新創業氛
圍。

■參觀太古里等港資項目，感受蓉港合作。 ■參觀洛帶古鎮，感受成都歷史文化。

■田蓉（右七）、姜亞兵（左六）與學生代表合影。 ■2017「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成都之行」活動順利結業。 ■參觀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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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皮克斯要拍不利於賣周邊的作品?
“生活是復雜的，我們的電影不想簡化它”

2006年，皮克斯工作室推出動畫長片

《賽車總動員》，將觀眾帶入壹個完全由

汽車組成的奇妙世界；2011年初，就在續

集問世半年之前，《賽車總動員》催生的

衍生品銷售額已突破100億美金，這樣的

商業附加價值能力令同門“總動員”系列

望塵莫及，95號賽車閃電麥坤也和巴斯光

年、小魚尼莫壹起，成了家喻戶曉的皮克

斯招牌角色。

時間轉眼又過去六年，《賽車總動員

3》（下稱“《賽車3》”）終於向觀眾們

呼嘯而來。可皮克斯的總裁吉姆· 莫裏斯

卻對媒體說，這次“我們拍了壹部不利於

向孩子賣周邊的電影”。

《賽車3》哪兒來的底氣跟錢過不去

呢？莫裏斯給出的解釋是：“如果妳創造

作品的出發點是打造衍生品，那麽通常就

會以失敗告終。最好的策略就是妳盡可能

去講述壹個最好的故事，然後期待衍生消

費品能隨之而來”。這番看似無心插柳的

“衍生品哲學”恰好總結了皮克斯多年來

的成功之道。

《賽車3》講述了壹個比以往更加復

雜與成熟的故事，閃電麥坤將在影片中面

對關於“衰老”的命題，處理中年危機帶

來的生活變化。這種情節乍之下並不“兒

童友好”，可是電影幕後團隊那群童心爆

棚的“大孩子”們卻覺得不應該低估孩子

的理解力。

莫裏斯給我們舉了壹個皮克斯給家庭

觀眾試映《頭腦特工隊》的例子：“放映

結束有個小女孩走過來，她對我們說‘這

部電影講的是悲傷與快樂對於壹個人來說

同等重要’。而她爸爸卻反饋‘電影很好

看，只是對於小孩子來說太深了’，於是

我們對她爸說‘可妳女兒剛才用壹句話就

概括了電影的主題啊！’"

讓10歲的孩子喜歡，讓40歲的成人

找回10歲的自己——這是導演布萊恩· 菲

制作《賽車3》時的心態，因為皮克斯人

做動畫的原則是“我們不去考慮觀眾的年

齡，我們不會試圖給孩子拍電影，只是努

力去拍我們自己喜歡的電影“。

Q：《賽車總動員》前兩集故事還是

拍給小孩子看的，第三集面對的問題更加

成人化了，請問為什麽要這樣設置這個故

事背景，讓角色跟著壹起成長？

布萊恩· 菲：我們希望故事回到麥坤

身上，它才是主角，這自然讓我們去回歸

第壹部電影，第壹部電影抓住的重點，有

點現實主義的色彩。角色表達的感覺是我

們要成為最強者。第二部相比現實世界來

說有太多奇幻色彩。這是我們著手（第三

部）的地方，故事開始的時候麥坤已經功

成名，核心想法是面對年齡增長與不斷的

改變，壹切從這裏出發，如何敘事，如何

與觀眾交流。

我還想補充的壹點是，在皮克斯，我

們不去考慮觀眾的年齡，我們不會試圖給

孩子拍電影，只是努力去拍我們自己喜歡

的電影。碰巧我們這些皮克斯的人都是大

孩子，所以也不太可能拍壹部孩子們不喜

歡的電影，因為我們的想法跟孩子差不多

。就我自己來說吧，我不會有拍壹部給10

歲小孩看的電影這種想法，我反而會想拍

壹部電影能讓我這把年紀的人找回10歲

的自己。

吉姆· 莫裏斯：我們講故事的方式是

希望它能觸動所有人，通過動畫這種媒介

，去講述真人電影無法講述的故事。所以

我們不會想這是給小孩拍的電影，我們看

待作品的態度是拍攝壹部電影，希望影片

既能滿足成人也能吸引小孩。

Q：為什麽選擇了壹個女性角色去當

麥坤的教練？

布萊恩· 菲：這個故事用了五年才完

全定型，與其說我們壹直在修改故事，不

如說是在尋找最好的方式講述它。五年前

我們第壹次想好要講什麽故事的時候，酷

姐拉米雷茲的角色並不是女性。

當時我們正考慮用什麽方式去充實故

事。我有兩個女兒，每天下班回家都會跟

她們待在壹起，漸漸我也學會從她們的視

角去看待世界，她們告訴我的那些事情，

她們的擔憂，她們的恐懼。有個女兒跟我

說，她正在考慮學壹種樂器，然後我建議

讓她學吉他，結果女兒對我說吉他是男孩

子的樂器，聽到這句話讓我特別心碎。她

還太小了，怎麽就能用性別劃分樂器呢。

我也發現女兒們覺得自己不會擅長某件事

，就根本不會嘗試去做，這也讓我非常難

過，因為她們才這麽點大。我這輩子基本

都在嘗試壹切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妳回到家裏，被真實世界啟發，

然後妳回到工作的地方，這些想法就會被

註入妳正在拍攝的電影。

吉姆· 莫裏斯：我就這個問題補充壹

點。生活是復雜的，我們不想試圖簡化它

，我們想用電影反映這種復雜性。影片開

頭酷姐是個教練車，後來發生了角色互置

。我覺得現實也是這樣，妳的生活發生了

改變，妳與他人的角色關系也會變化，越

來越復雜。我喜歡這部電影反映了成年人

的關系，這不會讓孩子覺得迷惑，但成年

觀眾會心領神會，我們都經歷過這樣的人

生變化。我喜歡那些能反應真實人生、真

實角色的電影，雖然這部電影的主角是群

賽車，但是他們的角色非常真實。

Q：《賽車總動員3》怎麽想到把藍

天博士聲音保留下來的？為他配音的保

羅· 紐曼在制作續集時已經去世了。

布萊恩· 菲：這是約翰· 拉塞特的功勞

，約翰告訴我們保羅· 紐曼熱愛賽車勝過

熱愛表演。

當年紐曼配制第壹部的時候，約翰壹

直在配音結束之後也壹直把錄音開著，於

是就錄下了紐曼跟他說的賽車故事，很多

內容都用到了《賽車總動員3》裏。

梅爾吉布森狀告Voltage Pictures
提交長達21頁訴狀 告制片公司撕毀協議和欺詐

近日，梅爾· 吉布森與其公司Icon Productions壹紙訴狀

將制片公司Voltage Pictures告上了法庭，理由則是作為《教

授與瘋子》聯合制片方，Voltage Pictures撕毀協議並存在欺

詐行為。

梅爾· 吉布森與其公司Icon Productions在長達21頁的訴

狀中稱，Voltage Pictures“無視協議義務”，其中包括拒絕

提供最終預算、沒有在指定地拍攝、阻撓該片導演法哈德·

薩菲尼亞的最終剪輯權、沒有支付所欠費用，以及在戛納電

影節期間將影片未授權片段“泄露”給發行方。

對此，梅爾· 吉布森與其公司合作夥伴布魯斯· 戴維向洛

杉磯最高法院提出了索賠要求，同時要求取得終結協議權並

重獲電影所有權。

影片《教授與瘋子》改編自英國作家西蒙· 溫切斯特的

同名著作，早在二十多年前，梅爾· 吉布森便取得了該書的

電影改編權，法哈德· 薩菲尼亞自編自導。故事圍繞《牛津

英語詞典》編纂者詹姆斯· 默裏教授(梅爾· 吉布森飾)與壹萬

條詞典引語貢獻者邁納醫生(西恩· 潘飾)展開。影片目前已

進入後期制作階段，檔期尚未確定。

赫蘭德稱不介意鄧斯特diss“英雄歸來”
“荷蘭弟”：演蜘蛛俠不為錢 享受影片拍攝過程

索尼和漫威合作的《蜘蛛俠：英雄
歸來》已上映數周，並取得口碑票房雙
豐收。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買賬。作
為曾經的“蜘蛛俠”女郎，耿直 girl 克
爾斯滕·鄧斯特此前受訪時，毫不含糊
地diss了壹下“荷蘭弟”湯姆·赫蘭德主
演的新版蜘蛛俠。鄧斯特說：“我並不
關註這部重啟版的影片，因為我們已經
拍過最好的版本了；他們只是把蜘蛛俠
這個IP當搖錢樹罷了。”

“荷蘭弟”近日受訪，回應了鄧斯
特的這番評論。小蟲作為晚輩，也是表
現得有禮有節。他說道：”我看到了相
關的報道，她有權利發表自己的看法，
我對此沒法評判。但我想說的是，我絕
對不是為了錢才出演蜘蛛俠。我覺得，
無論片酬多少，任何人接到這個角色恐

怕也不會拒絕吧！？我能告訴妳的是，
我在片場度過了壹段非常美好的時光，
我熱愛這部片子和這個角色。所以，我
並不介意她的言論，也不會因此就心存
芥蒂。”

話雖如此，但毫無疑問，經濟因素
在索尼和漫威這次合作中起到了決定性
的作用。索尼此前制作的《超凡蜘蛛俠
》非但沒有在影迷和影評人中引起大的
反響，票房成績也是差強人意：《超凡
蜘蛛俠》制作預算 2.3 億美元，美國本
土票房為2.62億美元，全球票房7.57億
；《超凡蜘蛛俠 2》還更差壹些——美
國票房2.02億美元，全球票房7.08億美
元。

這樣的成績雖然算不上失敗，但離
片方的預期還是相差甚遠。要知道，托

比·馬奎爾和克爾斯滕·鄧斯特主演
的2002 版《蜘蛛俠》美國本土票房
超過4億美元，幾乎是《超凡蜘蛛俠
2》的兩倍。

赫蘭德主演的《蜘蛛俠：英雄
歸來》僅僅上映四周，票房收益就
超過了兩部《超凡蜘蛛俠》：美國
本土票房達 2.78 億美元，全球票房
6.33 億美元（前者制作預算“才”1.75
億美元）。

《蜘蛛俠：英雄歸來》最終的票房
成績肯定還會更高——要知道，該片還
沒有在中國內地這個大票倉開畫。

據悉，赫蘭德版的蜘蛛俠也將是壹
個三部曲，每壹部聚焦小蟲的壹個高中
學年。索尼已經確定了《蜘蛛俠：英雄
歸來2》開畫日期為2019年7月5日，湯

姆·赫蘭德極有可能回歸繼續出演，但
鋼鐵俠（小羅伯特·唐尼飾）和反派
“禿鷹”（邁克爾·基頓飾）則已確定
不會回歸。嘴巴不太嚴實的“荷蘭弟”
還透露，第三部影片可能在2021或2022
年上映。當然，這都取決於漫威宇宙下
壹階段的龐大計劃。

《蜘蛛俠：英雄歸來》將於 9 月 8
日與中國內地觀眾見面。

美國華納“新銳導演培訓計劃”結業
全球5千人中選5人 華人導演展映短片“露娜”

為尋找和支持新銳電影專業人士，

美國華納兄弟影業在洛杉磯舉辦了第壹

屆“新銳導演培訓計劃 (Warner Broth-

ers Emerging Directors Workshop)”，

並從去年3月起跑。活動從全球5千位

申請人中挑選出了5位優秀青年導演，

支持他們拍攝原創短片，其中包含來自

中國浙江的80後女孩張序，她也是本

屆唯壹壹位外國入選者。活動近日在洛

杉磯舉行結業式和影片放映會，時光網

也來到了現場采訪。

華納兄弟影業主席托比· 艾默裏奇

向媒體表示：“入選的導演們和他們的

影片都是獨壹無二、富有思想、敢於挑

戰的。他們所展現的創意和投入程度讓

人欽佩。我們期盼導演們能繼續耕耘他

們的拍片造詣，呈現更多好故事。我為

華納兄弟影業能以‘新銳導演培訓計劃

’，為下壹代影人提供展現自己

的機會為榮。”據了解，此培訓

計劃的競爭相當激烈，申請人必

須提交個人履歷和拍片提案。而

在獲得入選殊榮後，每人則可獲

得10萬美元作為支援，在華納兄

弟影業的洛杉磯片場進行拍攝。

拍片流程模擬長片電影的制作方

式，而且從劇本撰寫、拍攝、後

期都可使用影業各部門的資源。

在經過長達9個月的制作時

間後，張序等導演的作品在洛杉磯結業

式上首度公開放映，現場邀請到經紀公

司、代理人等圈內專業人士共襄盛舉。

結業式上，時光網采訪了導演張序及與

其合作的編輯兼剪輯梅儷瀠, 了解其作

品《露娜》的拍攝心得。張序畢業於浙

江大學中文系、南加州大學電影制作系

，現於洛杉磯、中國兩地進行電影創作

。她的近期作品還包括與詹姆斯· 弗蘭

科合作，改編自西班牙名著《堂吉柯德

》的同名電影。該片於2015年在棕櫚

泉電影節首映。而她所執導的《在路上

》，則入圍了2015年戛納電影節短片角

(Short Film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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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華美易經學社的理事及華僑救國聯合總會代表合影於演講前圖為華美易經學社的理事及華僑救國聯合總會代表合影於演講前（（ 左起左起）） 「「 華美易經學社華美易經學社 」」
前會長方鮀生前會長方鮀生，，理事李兆瓊理事李兆瓊，，洪良冰洪良冰，，李大為李大為，，現任會長談駿頤現任會長談駿頤，，衍易老師衍易老師，，主講人毛志江醫主講人毛志江醫
師師，，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南分會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南分會」」 會長賴李迎霞會長賴李迎霞，，賴清陽大律師及何萬里理事等人賴清陽大律師及何萬里理事等人。。

華美易經學社主辦華美易經學社主辦，，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協辦講座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協辦講座
毛志江醫師主講毛志江醫師主講：： 「「 人類善意的剖析人類善意的剖析 」」

「「華美易經學社華美易經學社」」 會長談駿頤會長談駿頤（（ 右右））在演講前介紹主講人毛志江醫師在演講前介紹主講人毛志江醫師（（左左）。）。

出席大會的義工們出席大會的義工們（（ 右起右起）） 劉江姸劉江姸、、洪良冰洪良冰、、衍易老師衍易老師、、楊國貞楊國貞、、程美華程美華。。 賴清陽大律師賴清陽大律師（（ 右立者右立者 ）） 忍不住上台發表高見忍不住上台發表高見。（。（ 左左
立者立者））為主講人毛志江醫師為主講人毛志江醫師。。

（（ 前排右起前排右起 ）） 賴清陽大律師賴清陽大律師，，李兆瓊建築師李兆瓊建築師，， 「「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南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南
分會分會」」 會長賴李迎霞在大會上會長賴李迎霞在大會上。。 出席大會的觀眾聽得津津有味出席大會的觀眾聽得津津有味，，十分投入十分投入。。

衍易老師衍易老師（（ 右右 ）） 即席發表觀點即席發表觀點，（，（ 左左 ））為主講人為主講人
毛志江醫師毛志江醫師。。

圖為圖為（（ 右起右起 ）） 「「 華美易經學社華美易經學社 」」 會長談駿頤會長談駿頤，，理事理事
洪良冰洪良冰，，與楊國貞與楊國貞，，程美華程美華，，劉江姸在會上合影劉江姸在會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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