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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英羽毛球公開賽當地時
間9日在伯明翰進入第二輪爭
奪，馬來西亞“一哥”李宗偉
以兩個21：18淘汰中華台北
球手王子維率先打入8強。

而在當地時間8日結束的
首輪比賽中，參加男單首輪比
賽的七名中國選手，只有喬斌
輸給印度選手普拉諾伊，其餘
均順利晉級。其中，去年第六
次贏得全英男單冠軍的林丹對
陣馬來西亞選手祖爾法里，作
為六號種子的他以21：11、
21：12輕鬆獲勝；而四號種子
諶龍也以21：17、21：7擊敗
德國的茲維布勒。

女單比賽，三名中國選手
孫瑜、何冰嬌及陳雨菲全部順
利過關。

香港球手方面，男單的伍
家朗當天苦戰3局以19：21、
21：18和21：12淘汰丹麥選
手奧伍塞弗，女單的葉姵延也
以 21：12 和 21：19 連下兩
城，淘汰丹麥球手查普曼，齊
齊躋身16強。 ■記者 陳曉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
京報道）全國政協委員、恒大集團董
事局主席許家印在9日舉行的政協發
佈會上表示，今明兩年中國國家足球
隊水平會上大台階。另外，中國足球
已有很大進步，中超聯賽水平有了很
大提升。目前中國球市是亞洲最好的
球市。

在回答足球問題時，許家印認
為，這幾年中國足球有了很大進步，
球市越來越火。目前中國球市是亞洲
最好的球市，中超聯賽的水平也有很
大提升。他並表示，在外援的引進方
面，應與中國足球的水平相匹配，不
能搞外援的引進競賽，應把投資重心
轉向青少年足球的培養。在談到國家
隊的情況時，許家印說：“關於國家
隊，我想談談看法。我感覺今明兩
年，中國國家隊的水平會上大台階。
為什麼？因為現在的中國國家隊的教
練是世界頂級教練水平，國家隊的管

理模式是足協主席領導下的主教練負
責制。世界頂級水平的教練加主教練
負責制的管理模式，我相信，中國國
家隊的水平一定能夠上大台階。”

針對中國是否隱藏着7000個美
斯的問題，許家印表示，就全世界最
大的恒大皇馬足球學校而言，共有
7-16歲的學員2800名。“目前，還沒
有看到美斯，至於有沒有C朗，也還
沒有看到。但是，我們這種大力度對
青少年足球的培養，我相信有十幾億
人口的中國，一定會有很多的優秀球
員出來。”他說。

許家印還談到了中國足球人口的
增加，他說，“中國這幾年增加了很
多的足球人口，有的報道說60萬人，
有的報道說50萬。當恒大剛進入中國
足球時，中國足球人口只有28000
人。而只有5000萬人口的西班牙，
卻有40萬足球人口，可見大力發展青
少年足球和校園足球，非常重要。”

許家印料今明兩年國足大躍進丁俊暉救5賽點反勝希堅斯
2017賽季桌球球員錦標賽於當地時間

8日在威爾士開打。首輪比賽，中國球手
丁俊暉面對“巫師”希堅斯。上半場，希
堅斯狀態上佳，前兩局均打出單桿60+，
之後兩局雖一度陷入拉鋸，但仍把握機
會，取得4：0的領先優勢。下半場，丁俊
暉在關鍵的第5局乘對手遠枱進攻失誤涉
險拿下。之後，丁俊暉猶如脫胎換骨，火
力全開，連下4局，以5：4淘汰希堅斯挺
進8強，8強賽將對陣老將咸美頓。

■記者 陳曉莉

3世界頂級船員加盟東風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鯤）參加

2017-2018沃爾沃環球帆船賽的中國船隊
東風隊日前宣佈，兩位新西蘭頂級遠洋帆
船選手班納坦、維斯朗和法國單人遠洋帆
船明星選手貝尤將加盟東風隊。東風隊船
長戈德赫里埃表示，他們獨一無二的遠洋
航海經驗和豐富的知識會幫助這支充滿年
輕元素的中外混合戰隊凝聚強大的戰鬥
力，期望是在上一屆獲得季軍的成績基礎
上獲得更大的突破。

門前把握存缺陷 阿盃未逢一勝

中國女足負冰島
阿盃名列第十
經過四個比賽日的激烈角逐，

2017年阿爾加夫盃國際女足邀請賽
當地時間8日在葡萄牙南部落下帷
幕。西班牙隊在決賽中以1：0小勝
衛冕冠軍加拿大隊，成為阿盃歷史
上的第七支冠軍球隊。法國籍主帥
布魯諾帶領的中國隊在第九名排位
賽中以1：2負於冰島隊，最終位列
第十，兩次角球防守中的嚴重失誤
讓“鏗鏘玫瑰”最終無緣本屆賽事
首勝。
小組賽1平2負的中國隊在C組

中墊底，從而進入與成績最差的小組
第三球隊冰島之間的第九名排位賽。
中國隊在第8分鐘的一次角球防

守中出現嚴重失誤，無人盯防的冰
島隊球員西于爾扎多蒂將球送入空
門。眼見球隊攻防兩端難有起色，
主帥布魯諾在第25分鐘就用楊麗和
劉杉杉將首發的兩位“95後”小將
姚偉、馬英雙換下。
第35分鐘，王霜前場完成搶斷

後，趕在對方門將出擊前將球送至
中路的王珊珊，後者沒有重蹈幾分
鐘前近距離打偏的覆轍，一腳推射
幫助中國隊扳平比分。
然而中國隊卻在角球防守中重

蹈了覆轍。下半場開始僅兩分鐘，
獲得角球機會的冰島隊將球發至後
點，又是西于爾扎多蒂輕鬆把球送
入網窩。
對球隊表現感到氣憤的布魯諾

賽後說：“我們不能以這樣的方式
輸掉比賽，本來球隊能以五、六個
球的優勢贏下這場比賽，可是最後
輸了，這確實很不應該，不過這對
一些隊員來說也是精神上一次很好
的考驗。” ■新華社

以隊長身份參加了全部四場比賽的
任桂辛說：“除了第一場比賽有

些不太適應，後面三場大家踢得都不
錯。結果上比較遺憾，但過程中我們做
到了自己應有的東西。”

從首戰不敵荷蘭，到第二場面對
瑞典拿到首個積分，再到對陣澳洲取得
進球，中國女足對比賽的適應程度隨着
她們的一次次突破不斷提升，然而最後
一腳傳球和射門機會的把握，是中國女
足自始至終都沒有徹底解決的問題。對
陣冰島隊時同樣如此，中國隊在進攻機
會遠多於對手的情況下“只開花不結
果”，卻被對手利用兩次角球機會，以
近乎相同的方式取得了兩個進球。

“這次的上半場，我們在場上也
創造出非常多的機會，欠缺的就是最後
一腳把握機會的能力，回去總結後希望
在以後的訓練中加以改進。”任桂辛
說。

對手兩入球如出一轍
在她看來，球隊對冰島隊的定位

球比較了解，也清楚對手唯一的進攻手
段就是具有優勢的定位球，場面上對手
也的確沒有在運動戰中創造更好的機
會。然而球隊還是出現了注意力不太集
中的情況，對手的進球幾乎出現在同一

地點，這是不應該發生的事情，希望以
後可以改進。作為國家隊後腰位置上的
常客，任桂辛在主教練布魯諾的戰術體
系中起着關鍵作用，而來自上海隊的
20歲小將閆錦錦直到排位賽才獲得首
發機會。自我要求嚴格的小姑娘賽
後表示，感覺發揮得並不好，
以後如果還有這樣的機
會，希望
自己能
繼續
努
力
。坐在場下看比賽的她，也從隊
友身上學到不少東西，尤其是這
些“大姐姐”們的拚搏精神。

任桂辛表示，雖然今年
沒有奧運會和世界盃，但在
這樣的小年裡參加阿爾加夫
盃同樣很重要。球隊不會因
為沒有世界大賽，就對這樣
的比賽有所放鬆。“我們面對
的都是歐洲強隊，平時熱身賽不
太有這樣的機會，因此大家對這
次比賽的重視程度還是很高的，希望
與更強的對手去較量，從而提高我們自
己。”

■新華社

九名排位賽以1：2不敵冰島，中國女足最終沒能在2017年阿

爾加夫盃國際邀請賽上拿到一場勝利。總結此次阿盃之旅，對結果

表示遺憾的同時，隊員們在接受採訪時提到更多的，還是本次賽事

帶給她們的收穫和成長。

■恒大集團董事局主席許家印。
江鑫嫻 攝

■■中國女中國女
足主教練足主教練
布魯諾布魯諾。。

新華社新華社

■■馬英雙馬英雙（（左左））
和閆錦錦訓練中和閆錦錦訓練中
爭頂爭頂。。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女足在阿盃名列第十中國女足在阿盃名列第十。。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球員韓鵬進行中國球員韓鵬進行
賽前訓練賽前訓練。。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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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英羽毛球公開賽當地時
間9日在伯明翰進入第二輪爭
奪，馬來西亞“一哥”李宗偉
以兩個21：18淘汰中華台北
球手王子維率先打入8強。

而在當地時間8日結束的
首輪比賽中，參加男單首輪比
賽的七名中國選手，只有喬斌
輸給印度選手普拉諾伊，其餘
均順利晉級。其中，去年第六
次贏得全英男單冠軍的林丹對
陣馬來西亞選手祖爾法里，作
為六號種子的他以21：11、
21：12輕鬆獲勝；而四號種子
諶龍也以21：17、21：7擊敗
德國的茲維布勒。

女單比賽，三名中國選手
孫瑜、何冰嬌及陳雨菲全部順
利過關。

香港球手方面，男單的伍
家朗當天苦戰3局以19：21、
21：18和21：12淘汰丹麥選
手奧伍塞弗，女單的葉姵延也
以 21：12 和 21：19 連下兩
城，淘汰丹麥球手查普曼，齊
齊躋身16強。 ■記者 陳曉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
京報道）全國政協委員、恒大集團董
事局主席許家印在9日舉行的政協發
佈會上表示，今明兩年中國國家足球
隊水平會上大台階。另外，中國足球
已有很大進步，中超聯賽水平有了很
大提升。目前中國球市是亞洲最好的
球市。

在回答足球問題時，許家印認
為，這幾年中國足球有了很大進步，
球市越來越火。目前中國球市是亞洲
最好的球市，中超聯賽的水平也有很
大提升。他並表示，在外援的引進方
面，應與中國足球的水平相匹配，不
能搞外援的引進競賽，應把投資重心
轉向青少年足球的培養。在談到國家
隊的情況時，許家印說：“關於國家
隊，我想談談看法。我感覺今明兩
年，中國國家隊的水平會上大台階。
為什麼？因為現在的中國國家隊的教
練是世界頂級教練水平，國家隊的管

理模式是足協主席領導下的主教練負
責制。世界頂級水平的教練加主教練
負責制的管理模式，我相信，中國國
家隊的水平一定能夠上大台階。”

針對中國是否隱藏着7000個美
斯的問題，許家印表示，就全世界最
大的恒大皇馬足球學校而言，共有
7-16歲的學員2800名。“目前，還沒
有看到美斯，至於有沒有C朗，也還
沒有看到。但是，我們這種大力度對
青少年足球的培養，我相信有十幾億
人口的中國，一定會有很多的優秀球
員出來。”他說。

許家印還談到了中國足球人口的
增加，他說，“中國這幾年增加了很
多的足球人口，有的報道說60萬人，
有的報道說50萬。當恒大剛進入中國
足球時，中國足球人口只有28000
人。而只有5000萬人口的西班牙，
卻有40萬足球人口，可見大力發展青
少年足球和校園足球，非常重要。”

許家印料今明兩年國足大躍進丁俊暉救5賽點反勝希堅斯
2017賽季桌球球員錦標賽於當地時間

8日在威爾士開打。首輪比賽，中國球手
丁俊暉面對“巫師”希堅斯。上半場，希
堅斯狀態上佳，前兩局均打出單桿60+，
之後兩局雖一度陷入拉鋸，但仍把握機
會，取得4：0的領先優勢。下半場，丁俊
暉在關鍵的第5局乘對手遠枱進攻失誤涉
險拿下。之後，丁俊暉猶如脫胎換骨，火
力全開，連下4局，以5：4淘汰希堅斯挺
進8強，8強賽將對陣老將咸美頓。

■記者 陳曉莉

3世界頂級船員加盟東風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鯤）參加

2017-2018沃爾沃環球帆船賽的中國船隊
東風隊日前宣佈，兩位新西蘭頂級遠洋帆
船選手班納坦、維斯朗和法國單人遠洋帆
船明星選手貝尤將加盟東風隊。東風隊船
長戈德赫里埃表示，他們獨一無二的遠洋
航海經驗和豐富的知識會幫助這支充滿年
輕元素的中外混合戰隊凝聚強大的戰鬥
力，期望是在上一屆獲得季軍的成績基礎
上獲得更大的突破。

門前把握存缺陷 阿盃未逢一勝

中國女足負冰島
阿盃名列第十
經過四個比賽日的激烈角逐，

2017年阿爾加夫盃國際女足邀請賽
當地時間8日在葡萄牙南部落下帷
幕。西班牙隊在決賽中以1：0小勝
衛冕冠軍加拿大隊，成為阿盃歷史
上的第七支冠軍球隊。法國籍主帥
布魯諾帶領的中國隊在第九名排位
賽中以1：2負於冰島隊，最終位列
第十，兩次角球防守中的嚴重失誤
讓“鏗鏘玫瑰”最終無緣本屆賽事
首勝。

小組賽1平2負的中國隊在C組
中墊底，從而進入與成績最差的小組
第三球隊冰島之間的第九名排位賽。

中國隊在第8分鐘的一次角球防
守中出現嚴重失誤，無人盯防的冰
島隊球員西于爾扎多蒂將球送入空
門。眼見球隊攻防兩端難有起色，
主帥布魯諾在第25分鐘就用楊麗和
劉杉杉將首發的兩位“95後”小將
姚偉、馬英雙換下。

第35分鐘，王霜前場完成搶斷
後，趕在對方門將出擊前將球送至
中路的王珊珊，後者沒有重蹈幾分
鐘前近距離打偏的覆轍，一腳推射
幫助中國隊扳平比分。

然而中國隊卻在角球防守中重
蹈了覆轍。下半場開始僅兩分鐘，
獲得角球機會的冰島隊將球發至後
點，又是西于爾扎多蒂輕鬆把球送
入網窩。

對球隊表現感到氣憤的布魯諾
賽後說：“我們不能以這樣的方式
輸掉比賽，本來球隊能以五、六個
球的優勢贏下這場比賽，可是最後
輸了，這確實很不應該，不過這對
一些隊員來說也是精神上一次很好
的考驗。” ■新華社

以隊長身份參加了全部四場比賽的
任桂辛說：“除了第一場比賽有

些不太適應，後面三場大家踢得都不
錯。結果上比較遺憾，但過程中我們做
到了自己應有的東西。”

從首戰不敵荷蘭，到第二場面對
瑞典拿到首個積分，再到對陣澳洲取得
進球，中國女足對比賽的適應程度隨着
她們的一次次突破不斷提升，然而最後
一腳傳球和射門機會的把握，是中國女
足自始至終都沒有徹底解決的問題。對
陣冰島隊時同樣如此，中國隊在進攻機
會遠多於對手的情況下“只開花不結
果”，卻被對手利用兩次角球機會，以
近乎相同的方式取得了兩個進球。

“這次的上半場，我們在場上也
創造出非常多的機會，欠缺的就是最後
一腳把握機會的能力，回去總結後希望
在以後的訓練中加以改進。”任桂辛
說。

對手兩入球如出一轍
在她看來，球隊對冰島隊的定位

球比較了解，也清楚對手唯一的進攻手
段就是具有優勢的定位球，場面上對手
也的確沒有在運動戰中創造更好的機
會。然而球隊還是出現了注意力不太集
中的情況，對手的進球幾乎出現在同一

地點，這是不應該發生的事情，希望以
後可以改進。作為國家隊後腰位置上的
常客，任桂辛在主教練布魯諾的戰術體
系中起着關鍵作用，而來自上海隊的
20歲小將閆錦錦直到排位賽才獲得首
發機會。自我要求嚴格的小姑娘賽
後表示，感覺發揮得並不好，
以後如果還有這樣的機
會，希望
自己能
繼續
努
力
。坐在場下看比賽的她，也從隊
友身上學到不少東西，尤其是這
些“大姐姐”們的拚搏精神。

任桂辛表示，雖然今年
沒有奧運會和世界盃，但在
這樣的小年裡參加阿爾加夫
盃同樣很重要。球隊不會因
為沒有世界大賽，就對這樣
的比賽有所放鬆。“我們面對
的都是歐洲強隊，平時熱身賽不
太有這樣的機會，因此大家對這
次比賽的重視程度還是很高的，希望
與更強的對手去較量，從而提高我們自
己。”

■新華社

九名排位賽以1：2不敵冰島，中國女足最終沒能在2017年阿

爾加夫盃國際邀請賽上拿到一場勝利。總結此次阿盃之旅，對結果

表示遺憾的同時，隊員們在接受採訪時提到更多的，還是本次賽事

帶給她們的收穫和成長。

■恒大集團董事局主席許家印。
江鑫嫻 攝

■■中國女中國女
足主教練足主教練
布魯諾布魯諾。。

新華社新華社

■■馬英雙馬英雙（（左左））
和閆錦錦訓練中和閆錦錦訓練中
爭頂爭頂。。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女足在阿盃名列第十中國女足在阿盃名列第十。。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球員韓鵬進行中國球員韓鵬進行
賽前訓練賽前訓練。。 新華社新華社

短訊

中國女足阿盃戰績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0：1

0：0

1：2

1：2

荷蘭

瑞典

澳洲

冰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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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世錦賽達斯汀奪冠墨西哥世錦賽達斯汀奪冠

[[西甲西甲]]埃瓦爾埃瓦爾11--44皇家馬德裏皇家馬德裏

20162016//1717賽季西甲第賽季西甲第2626輪壹場焦點戰在輪壹場焦點戰在
伊普魯亞市政球場展開角逐伊普魯亞市政球場展開角逐，，皇家馬德裏客皇家馬德裏客
場場44比比11大勝埃瓦爾大勝埃瓦爾，，本澤馬梅開二度本澤馬梅開二度，，JJ羅羅
傳射建功傳射建功，，阿森西奧錦上添花阿森西奧錦上添花。。

墨西哥世錦賽落幕墨西哥世錦賽落幕，，世界第壹達斯汀世界第壹達斯汀--約翰遜壹桿約翰遜壹桿
優勢逆轉奪冠優勢逆轉奪冠，，成世錦賽史上第二位四冠王成世錦賽史上第二位四冠王。。

企業爭奪人工智能市場機遇

由於人工智能寫入了政府工作報

告，這壹行業正成為投資熱點。

據記者了解，目前國內幾大互聯網

巨頭均早已開始布局人工智能產業，

而科技企業的全國人大代表也紛紛

提出加快實施人工智能國家戰略的

建議，此外，在A股上市公司中，國內

有幾十家上市公司已經布局人工智能產

業鏈，爭奪千億市場機遇。

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段郴群

今年，人工智能首次被寫入政府工

作報告中，引起各界人士對人工智能板

塊的關註。A股上述板塊在本周前兩個

交易日大幅上漲，兩日累計漲幅超過

5%，個股方面科大訊飛（002230）、科

大智能（300222）等連續大漲。

我國對人工智能產業的支持，早幾

年就已經開始。2015年7月發布的《國

務院關於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

指導意見》中，首次在國家層面提出人

工智能將作為重點布局的11個領域之壹

，在智能家居、智能終端、智能汽車及

機器人等領域更進壹步推廣應用。2016

年3月，“人工智能”壹詞首次被寫入

“十三五”規劃綱要。

市場空間巨大
據賽迪研究院預計，2018年，全球

人工智能市場規模將達到2697.3億元，

增長率達到17%。有數據顯示，2016年

末，中國人工智能市場規模還不足300

億元，有數據預計，到2018年，中國人

工智能市場規模有望突破380億元，復

合增長率為26.3%。

根據VentureSCAnner的統計，截至

2016年初，全球共有957家人工智能公

司，美國以499家位列第壹。目前包括

谷歌等國際科技巨頭紛紛進入人工智能

領域。

據悉，百度已經成立了百度矽谷人

工智能實驗室、深度學習實驗室、大數

據實驗室以及增強現實實驗室等四個人

工智能實驗室，阿裏巴巴開放中國首個

人工智能計算平臺DTPAI，而騰訊也已

經成立了AILab，國內三大互聯網巨頭

紛紛涉足人工智能產業。

有媒體根據Wind數據粗略統計顯

示，國內有30余家上市公司布局人工智

能產業鏈，主要包括軟件算法核心系

統、圖像語音識別技術、計算機視覺及

傳感器等領域。

機構觀點：政策助推人工智能技術
突破

渤海證券表示，人工智能首次被寫

入政府工作報告，預計隨著我國人工智

能技術不斷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依托人

工智能的行業應用將成為亮點，人工智

能+金融、人工智能+汽車等核心應用將

加速落地，投資者可重點關註壹季報出

現拐點向上的公司所帶來的預期改善。

廣發證券表示，在智能機器領域，

中國機器視覺市場將成為未來主要增長

點，未來隨著人力成本的逐步走高，機

器換人的邏輯將在機器視覺領域逐步兌

現，預計未來5年國內機器視覺市場將

保持15%以上的增長率。

山西證券則表示，政府政策的出臺

，有助於推動人工智能技術加速突破，

人工智能應用加速落地，和各行業的結

合將有序開展。

統計局：2月CPI同比漲幅回落 PPI同比漲幅擴大
國家統計局今天發布的2017年2月份全國居民

消費價格指數(CPI)和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

數據顯示，CPI環比下降0.2%，同比上漲0.8%；PPI

環比上漲0.6%，同比上漲7.8%。對此，國家統計

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繩國慶進行了解讀。

壹、居民消費價格環比略降，同比漲幅回落
從環比看，2月份CPI 下降 0.2%，主要受兩

方面因素影響。壹是食品價格出現明顯回落。2

月份全國平均氣溫較常年同期明顯偏高，有利

於鮮菜的生長，市場供應充足，鮮菜價格環比

下降5.4%，影響CPI環比下降0.15個百分點；節

後需求減弱，蛋、豬肉和禽肉價格環比分別下

降 6.2%、1.6%和 0.7%。二是節後外出旅遊人數

減少，旅遊相關服務價格出現回落。其中，飛

機票、旅行社收費和賓館住宿價格分別下降

12.2%、7.7%和 3.6%，合計影響CPI環比下降0.17

個百分點。

從同比看，CPI上漲 0.8%，漲幅比上月回落

1.7 個百分點，主要受翹尾因素變化影響較大。

去年2月份在春節因素和寒潮天氣影響下，價格

基數較高，導致今年2月份CPI同比漲幅中，上

年的翹尾因素約為0，翹尾因素比1月份減少1.5

個百分點。從具體分類看，食品價格由漲轉降

是主要原因，其中豬肉和鮮菜價格分別從1月份

同比上漲7.1%和 1.6%，轉為2月份同比下降0.9%

和 26.0%，合計影響 CPI 同比漲幅回落 1.21 個百

分點。

盡管2月份CPI同比漲幅回落幅度較大，但扣

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CPI走勢較為平穩，2月

份和1月份核心CPI同比分別上漲1.8%和2.2%，基

本延續了去年的溫和上漲態勢。

二、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環比漲幅回落，同比
漲幅擴大

2月份，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環比上漲

0.6%，同比上漲7.8%，仍屬於恢復性上漲。1-2月

平均，比去年同期上漲7.3%。

從環比看，2月份PPI上漲0.6%，漲幅比1月

份縮小0.2個百分點，漲幅連續兩個月回落。其

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 0.7%，漲幅比上月縮小

0.4 個百分點；生活資料價格上漲 0.1%，漲幅比

上月縮小0.1個百分點。從主要行業看，壹是石

油和天然氣開采、石油加工、煤炭開采和洗選業

價格環比分別上漲1.1%、0.8%和0.1%，漲幅比上

月分別縮小 9.3、3.1 和 1.6 個百分點，合計影響

PPI環比上漲約0.05個百分點，對PPI的上漲影響

較上月減少0.26個百分點；二是黑色金屬冶煉和

壓延加工、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化學原料

和化學制品制造業價格環比分別上漲2.3%、2.0%

和1.9%，漲幅比上月分別擴大0.2、1.9和 0.1個百

分點，合計影響PPI環比上漲約0.4個百分點；三

是農副食品加工業價格環比由上月上漲0.4%轉為

本月下降0.3%。

從同比看，2 月份 PPI

上漲 7.8%，漲幅比 1 月份

擴大 0.9 個百分點，漲幅擴

大主要受去年 2 月份價格

大幅下降影響。在調查的

40 個工業大類行業中，33

個行業產品價格同比上漲，

與上月個數相同。其中，

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價格

同比上漲 85.3%，漲幅比上

月擴大 26.8 個百分點，此

外，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

加工、煤炭開采和洗選、石

油加工、有色金屬冶煉和

壓延加工、化學原料和化

學制品制造業價格同比分別上漲40.1%、39.6%、

30.5%、 19.5%和 11.9%，漲幅比上月分別擴大

2.4、 1.2、 6.1、 2.2 和 2.7 個百分點。上述六大

行業合計影響 PPI 同比上漲約 6.3 個百分點，占

總漲幅的 80.8%。

據測算，在2月份7.8%的同比漲幅中，去年價

格變動的翹尾因素約為6.4個百分點，新漲價因素

約為1.4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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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斯加極光奇幻 6天遊

 + +   



 
2016 100%  

+ 冬季極光號列車 8天遊  

 

 

更精彩

含單程火車票 ／  

           ／  

美西南 3 州, 遊遍德州 6 大城市,古蹟+美食… 

 

美西南大圓環 + 死亡谷 6天遊  

墨爾紅木公園/納帕谷/生蠔養殖場/加州 1 號公路 … 

 

 

 

 

  

 

 

 (行程詳細將於網頁公布) 

 

客家流行音樂節 系列賽事起跑

5 大師助陣 朱宗慶樂團
擊出島．樂新聲

中華電 MOD 推 4K 影視 帶動 4K 鏈整合

丞哥軋晨哥楊丞琳不敢耍帥

盼兼顧家庭事業 大 S 復出首重電影

電視台最新幸福大戲，正式開拍，選定良辰
吉時，劇組在桃園新屋天后宮，舉行熱鬧開鏡儀
式。這裡的廣場，有一尊全台最高的青銅媽祖神
像，而戲中演員劉秀雯和李興文，在戲中初相遇
的畫面，就在這裡，帶您搶先一睹為快。

熱鬧鞭炮聲，電視台最新幸福大戲開拍，新
戲的第一個鏡頭，就選在桃園新屋天后宮。

主持人：「開工順利拜。」
選在這裡開鏡，是因為天后宮廣場，有一尊

全台最高的青銅媽祖神像，高 30 幾公尺，戲中
演員李興文和劉秀雯之間的故事，就在這裡展
開。

演員李興文：「感覺很開心啦，因為這部戲
的第一個鏡頭，就是拍我們，不同的感覺去演不
同的人，我希望是比較接近一些小市民的感覺。」

演員劉秀雯：「這部戲我是一開始就參與，

40 歲的大Ｓ婚後育有一子一女，已把生活重心轉入家庭，自
從 2012 年的電影《百萬巨鱷》後再無新作，她昨出席活動時表
示已經積極在看劇本，可惜因日前健康出現異狀，今年還是以照
顧家庭、拍攝雜誌和代言活動為主，尤其她擔心如果在拍戲期間
病倒，會拖延劇組進度，「首先先把身體養好，確定沒有問題才
會接戲！」

由於一雙子女年幼，難忘演戲事業的大Ｓ認為需要多花時間
陪伴，因此優先考慮拍攝時程較短的電影。談到題材和對象，已
為人母的她只期待角色和劇本夠有趣，才有動力離家出門拍戲，
甚至不排斥和男主角有親密接觸，「老公理解這是我的工作」，但
她也提到希望和有家室的男演員對戲，「雙方的另一半都能比較
互相理解。」看出她相當在乎老公汪小菲的感受。

表演藝術圈盛會台灣國際藝術節 3 月登場，其中由朱宗慶打擊樂團
演出的「島•樂」，匯集 5 位台灣大師級作曲家：溫隆信、賴德和、潘皇龍、
錢南章、許博允，為朱宗慶打擊樂團全新打造作品，並將重現馬水龍、李
泰祥兩位已故台灣作曲大師經典作品，將呈現屬於台灣的聲音。

由於朱宗慶目前身兼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董事長，轄下管理兩廳院、台
中歌劇院、高雄衛武營等，朱宗慶也表示，未來在他任內將不會接受轄下
這些表藝館所與國家交響樂團的邀約演出，所以這也將是朱宗慶和兩廳
院合作的最後一場演出。

朱宗慶強調，打擊樂能在台灣蓬勃發展，作曲家扮演關鍵角色。30 年
前打擊樂在台灣發展困難，因為沒有太多好的作品可以演奏，所幸在這些
作曲家不斷創作下，打擊樂也從一個非典型的樂種受矚目，進而台灣打擊
樂團與作品也走向全世界。

朱宗慶打擊樂團這 30 年來也經由委託創作，邀請許多作曲家豐富作
品，今年推出的「島˙樂」以資深作曲家為主，題材、可能性都不設限，希
望讓作曲家自我挑戰，未來還會陸續邀請當代、年輕作曲家。

即將登場的「島˙樂」便帶來不一樣的擊樂饗宴，像是作曲家賴德和
帶來新作《無岸之河　不醒之夢》，意指從這一側看到秩序中夾帶著隨機
特性；從另一側觀察到混亂中隱隱埋藏著秩序。曲中有明顯的戲曲鑼鼓
素材，扮演闖入者的角色，也造就「歷時性」、「共時性」兩個時間軸相互
切割。樂器編排分為左右對稱的兩組，彼此交融而非對抗。

另位作曲家潘皇龍的《風水輪流轉》，則受古人智慧啟發與數十年創
作生涯體驗，為 5 位擊樂家創作一首協奏曲。大家輪流領奏，顛覆一般傳
統協奏曲的概念；或每位演奏者都扮演要角，如同賦格曲中「密集接應」
似的此起彼落，創造旋律線與節奏線交相演繹的織體層面，將多元化的
擊樂合奏擴展為「風水輪流轉」的抽象音響意境。

這場音樂會上也將重現台灣作曲大師經典作品，作曲家馬水龍的《我
是…》，是根據當代作家馬森教授的詩譜寫而成，當作曲家讀完這首詩時，
油然發起一股遐念，想到馬致遠的詩，想到人生與音樂，很快就完成樂曲
的結構；另將呈現作曲家李泰祥的《生民》，此曲為 1984 年為雲門舞集舞
作譜寫而成，為中西打擊樂器合奏。

魏 晨 出
道 10 年推出
新 專 輯《 旅
程》，新歌〈不
變〉邀 楊 丞
琳 擔 綱 MV
女主角，２人
在 劇中上演
「十年旅程，
初心不變」
浪 漫 戲 碼；
因大陸粉絲
都喊魏晨「晨
哥」，而楊丞
琳外 號也叫
「丞哥」，到
底誰是哥誰是妹？她笑回：「遇到魏晨我就不能耍帥了，專心當 MV 裡的
小女人。」

２人曾於 2015 年初次合作音樂會，隔２年再續前緣默契更好；這首歌
表達魏晨出道以來心路歷程，他表示「莫忘初衷，保持一顆不變的心」不
只關乎自己，也獻給家人、朋友、工作夥伴及團隊，當然還有一路上支持自
己的歌迷。

魏晨在 MV 裡飾演剛踏入社會的攝影師，每天工作途中經過公園，他
都用相機記錄風景，無意間發現公園另一頭，有一位每天都來公園作畫、
由楊丞琳飾演的女畫家，他便躲在遠處「偷拍」她，劇情浪漫。

中華電信秉持著「數位經濟的發動機，創新產業的領
航員」之願景，期許透過 MOD 與台灣本土硬體、內容、文
創產業攜手合作，整合並推動國內的「4K 鏈」，於今日宣布
將推出中華電信 MOD 4K 影視服務，首波開放 HiNet 光
世代 300M 尊榮客戶預約申裝，更將以「MOD 台灣影視 4K
升級計劃」，扶植優秀創作者產出優質 4K 影視內容。

中華電信鄭優董事長表示，MOD 首創 4K 超高畫質服
務，希望串聯4K 影視產業價值鏈，提供客戶真4K 視覺享受，
持續引領 4K 內容發展，促進影視科技和文創產業升級，為
台灣影視產業再創新視界。隨著 4K 超高畫質已漸成全球
影視主流，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擁有 4K 電視，然而，沒有 4K
內容，即使擁有 4K 電視，也只能體驗到運用模擬運算所呈
現的類 4K 效果，中華電信 MOD 作為國內數位影音的領
航者，率先隆重推出 MOD 4K 超高畫質服務，希望串聯 4K
影視產業價值鏈，利用中華電信的優質寬頻網路及 MOD
平台，傳送解析度高達 3840X2160，每秒 60 格畫面的 4K
影視內容，讓客戶能體驗到「真 4K」的影音震撼。

中華電信董事長鄭優表示，4K 的成長不僅是靠硬體設
備，平台、網路、影視內容也不可或缺，中華電信 MOD 作

電視台幸福大戲開拍 群星天后宮熱鬧開鏡
今天開鏡就可以搶得頭香，覺得非常的榮幸。」

熱鬧開鏡現場，劇組演員也特地前來討個
好彩頭，包含雷洪、張家瑋、樓心潼、紅毛等演
員都來了，其中雷洪跟張家瑋，都是睽違一段時
間，重新回到螢光幕前。

演員雷洪：「角色大概跟以往有點不太一樣，
我會盡我努力，雖然我沉澱了大概有 3、4 年沒
演，就是為了什麼演更好。」

演員張家瑋：「就是要演的比較氣質一點，
有點顛覆我上一個角色，完全相反的，上一個角
色比較嬌，比較恰北北，我這個角色我現在不能
透露，但是我只能說，她是我另外一個大挑戰。」

劇情如何？當然要賣個關子，但演員說，幸
福大戲的製播，採用最新、最大的攝影棚和數
位化系統，成品絕對會讓觀眾擁有跟以往不同
的視覺體驗。

為開放影音平台，鼓勵國內外優質頻道、內容業者上架，同
時也提供 4K電視搭配 MOD方案，從產業頭端到消費者端，
包含內容、平台、寬頻、硬體，形成一個『4K 鏈』，促進科技
和文創產業升級，為台灣影視產業再創新局。

除了硬體面的精進，中華電信也以實質行動扶植國內
文創產業，將以「MOD 台灣影視 4K 升級計劃」扶植優秀
創作者，先以「MOD 微電影創作大賽」作為起點，創造一
個結合夢想、創意的高水準賽事，讓具潛力的影視新星擁
有更多曝光機會，同時也促進產官學界密切對話交流，除了
豐厚的獎項與獎金，所有入圍作品均可以 4K 超高畫質上架
MOD 平台，協助國內創新能量推向產業，為台灣影視產業
再創新視界。

董事長鄭優表示，近年來亞洲國家如中國、日本、韓國
紛紛推出以 4K 規格拍攝的高品質影視作品，台灣的影視娛
樂文創產業必須急起直追。為了鼓勵優秀的創作人，中華電
信將推動『MOD 台灣影視 4K 升級計劃』，挖掘有潛力的
創作團隊，提供創作者高畫質影音平台，促進影視科技和
文創產業發展。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主辦的「客家流行音樂節」歌
唱大賽，首度於 3 月 4、5 日在人潮眾多的中壢銀河廣場及
桃園遠東百貨外廣場舉辦海選活動，同時宣布「2017 客家
流行音樂節」系列賽事正式起跑。

客家局已連續多年辦理「客家流行音樂節」，歌唱、創
作及合唱等三大賽事皆已成為國內客家音樂的指標性賽
事，總計近 1,500 人報名。客家局長蔣絜安表示，今年賽事
開公部門之先，選在繁華熱鬧、人潮不斷的中壢銀河廣場
及桃園遠東百貨外廣場，以海選方式進行歌唱大賽初賽，
使往來逛街購物的民眾也能聆賞客家音樂。客家局期望在
「客家流行音樂節」持續茁壯之際，也能發展多元管道，讓
更多人認識客家文化，同時使客家走入生活。

本次海選包含萌客組、未來組、狀元組及樂齡組等 4
個組別，其中不乏來自屏東與花蓮的朋友，不辭辛勞、千里
迢迢搭夜車，天未亮就抵達桃園，就為了參加這場一年一度
的音樂盛事。

萌客組曾少萱的爸爸是閩南人、媽媽是台東卑南族，她
在老師的鼓勵下對客家歌產生興趣，今天一家人都來為她
加油打氣；未來組參賽者張棕唐為印尼華僑，他旅居印尼
期間仍不忘本、持續向長輩學習客語，並透過歌聲唱出對
客家的熱情。居住在中壢的阿公林於渙、媽媽林星妤與小

朋友袁子茵、袁子珺一家人熱衷於客家音樂且都報名參賽，
他們在練習歌唱的過程中互相鼓勵、一起成長，間接增進
祖孫三代間的情感。

「2017 客家流行音樂節」系列賽事將於 3 月 12、19、26
日與 4 月 9 日陸續登場，4 月 30 日舉辦盛大的「草地音樂
會暨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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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慶全）“2017年
香港花卉展覽”之
“愛．賞花”攝影比
賽9日在維園舉行，香
港小姐冠軍馮盈盈、
亞軍劉穎鏇、季軍陳
雅思及友誼小姐張寶
兒等獲邀出席擔任模
特兒。劉穎鏇首度以
宮廷服亮相公開活
動，她笑指更是第一
次像模特兒般擺甫士
供人拍照。談到新工
作，劉穎鏇即將參與綜藝節目當主持人，希望有
助訓練自己的口才。

陳雅思一身英式貴婦裝扮，她透露與黎耀祥
剛從日本拍完《歎得好健康》回港，其間在雪山
着泳衣浸溫泉，她表示都準備了十多套泳衣拍
攝。那會否令觀眾看到流鼻血？陳雅思笑說：
“都想挑戰一下自己的底線，希望是健康、性感
兼具潮流的感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薛凱琪(Fiona)
將於下月6日至9日於旺角麥花臣場館舉行的演
唱會，選擇在較小場地開秀，她希望可以任性地
唱平時甚少會唱的Side Cut歌，到時會呈獻新舞
步，讓粉絲耳目一新。Fiona只想觀眾如同到了
她家的客廳，觀看她自己跟自己在唱歌，感受生
活化和夢幻的一面。

到時，場內會設有100個貴賓位，每位票價
1,000港元，不過可獲得不少紀念品。最驚喜是
這些VIP結束後可留下跟Fiona合照，又可聽到
她表演時沒唱過的歌。

Fiona又透露剛創立個人品牌SpiritUnus，達
成人生其中一個夢想。“這名是我想出來，Spir-
it是‘靈’，Unus在拉丁文是解釋為‘唯一’和
‘大同’，我希望所有事大同、Equal、無分你
我。”

劉穎鏇穿宮廷裝當女模

薛凱琪小場開秀
想歌迷如同置身客廳

■(左起)劉穎鏇、馮盈
盈和陳雅思 9 日擔任
“花模”。

對於可以和女神合作，錢小豪表
示很開心，但二人在片中沒有

感情戲。小豪又直言妒忌Babyjohn：

“他跟女神有感情戲，我只是對着殭
屍，他就對着美女。”

首度拍電影的林明禎在戲中演女
殭屍，她指最初還以為是演開心鬼，
但原來一點也不可愛，還很恐怖，不
過拍畢本片後便愛上拍電影。她又笑
言自小已看錢小豪的殭屍片，所以這
次有份參與都很期待和緊張，並提到
今次戲中是被人追殺，希望下次可以
去殺人。

明禎獲讚性感發自內心
說到8日晚打扮保守，明禎笑謂

自己有露腹肌，很有誠意的。小豪就
笑指明禎的性感是發自樣貌和內心，
又讚她在其心目中都是性感女神，沒
對白都做得很好，又勤奮。

欣宜 8 日晚特意出席捧好友
Babyjohn場，二人合照時更來個擁
抱。提到父親鄭少秋稍後開演唱會，
她表示未能捧場：“那段時候我不在

香港。其實他很早已跟我說做嘉賓，
但我要出埠半開工半放假，所以沒辦
法，不是不撐爸爸。(會否拍片支
持？)拍片、做到的都會做，他今次是
慶祝入行50周年，我同爸爸講真的對
不起，自己真是很想去，但好遺憾去
不了。等他慶祝入行60周年演唱會再
去。”

一句話令欣宜馬上笑
Babyjohn表示很多謝夏雨哥的信

任，今次找他演出，又安排女神與他
演情侶，連小豪哥都說好妒忌，不過

他也多謝小豪哥毫無保留教了他很
多。談到與女神合作，Babyjohn笑指
第一次見女神，以為會有距離感，
“我跟欣宜用15分鐘破冰，但和明禎
就不需10分鐘。”欣宜即裝扮吃醋
說：“就是她贏啦。”Babyjohn便逗
她高興說：“如講熟絡點，就是你
贏。”

另外，客串演出的詹瑞文近日被
拍到與女友到西貢看舖位，疑似開咖
啡店，他澄清只是幫朋友開店任創意
總監，自己並沒投資。又指近來有三
套舞台劇正在籌備中。

請數十長者吃鮑魚
黃淑儀輕鬆應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錢小豪、蔡瀚億(Babyjohn)、

“大馬女神”林明禎、鄭欣宜、趙學而、詹瑞文及出品人夏雨

等，8日晚到尖沙咀出席電影《救殭清道夫》首映禮，現場又安

排多位小朋友扮殭屍。小豪對於Babyjohn能與明禎談情，笑稱

自己很妒忌，又讚女方的確是性感女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
靜儀）張紋嘉(Crystal)9日到
新城電台接受訪問，並宣傳
新歌《少女的球鞋》，她表
示上次有新歌推出已是年多
前。已約滿Neway 的 Crys-
tal，表示雙方關係良好。至
於不續約的原因，她稱是想
專注做舞台劇及拍戲，下半
年都會主力在舞台劇和電影
發展。然而入行多年，Crys-
tal慨嘆找不到出路，感到有
點迷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
黃淑儀(Gigi姐) 9日到藍田一間長者
中心探望長者，即場下廚炮製冬菇
鮑魚炆雞予長者分享，獲長者大讚
好味，之後又送罐裝鮑魚給大家。

活動上Gigi姐又分享之前去澳
洲拍攝《吾淑吾食澳洲篇》的趣
事，她指當地很多蒼蠅，要不停用
手去拍，看起來好似自己打自己，
但鏡頭前就看不出來。

活動後Gigi姐接受訪問，她表
示因前一晚還要開工拍劇，所以要
預早一晚準備好食材及廚具，更用
八小時將鮑魚蒸軟，以便老人家進
食。

9日招待近70位長者，不過對
常宴客的Gigi姐來說完全無難度，
她笑說：“平時在加拿大請客都40
人，試過在當地為華人籌款，煮20
幾款菜去款待300幾人。”說到早
前赴澳拍攝，Gigi姐稱自掏腰包買
了很多仿陶瓷廚具，不怕打爛之餘
工作人員又不用拿太重的廚具。至
於會否再去其他地方拍攝她則未
知。

近年無綫有不少星級廚神，好
像肥媽和李家鼎(鼎爺) ，問到會否
擔心有比較？Gigi姐說：“煮食是
各師各法，不同鄉下煮法已不同，
有人喜歡將餸一起煮，我就偏愛分

開煮再混合成一起，大家風格不
同，大家互相研究學習，永遠都是
學習不足，最好百花齊放。(可想跟
他合作？) 都想，如有機會Cross-
over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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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片與“大馬女神”談情

■黃淑儀自揭在澳洲拍攝時常遇蒼
蠅。

■■張紋嘉張紋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
梁靜儀）中國青年藝術家任哲的香港
雕塑個人展覽“罡”，9日於中環舉
行揭幕酒會，出席的演藝界人士有方
力申（小方）、黃秋生、向華強夫
婦、向佐、雷頌德、劉偉強及徐天佑
等，日前代表演藝界人士把籌款支票
交給敬言仁基金的向太，9日晚未有
接受傳媒訪問。

偕父母及弟弟出席展覽的方力
申，表示與任哲是好友，加上弟弟是
展覽策展人，更是首次做大型展覽的
策展人，所以特意來支持。

小方知道這次有部分展品重達一
噸，要花兩晚通宵吊上去展覽場地，
而今次展覽為期三周，花費達百多二

百萬港元。小方指弟弟原本做律師，
但對藝術有興趣，都替他高興及引以
為傲。那會否叫弟弟入行？小方即大
潑冷水：“他憑什麼？(怕他比你
紅？)難道你覺得會嗎？以前他游水
有鋼條身形，現已全無，不過他已做
得很好。”

花心思為King Sir祝壽
小方大讚1993年出生的任哲衝

出國際，是中國人的光榮，亦收藏了
20多件對方的作品，而作品亦有升
值。9日為了支持好友及弟弟，小方
都會購買，最有興趣是大件的雕塑，
但可惜沒地方擺放。“買了(雕塑)號
碼先，再買村屋，叫他留個號碼給

我。”
黃秋生9日晚透露稍

後會出席戲劇大師鍾景輝
(King Sir)的 80 大壽宴
會，並透露寫了三張紙準
備到時上台演講。“自己
又不懂說話，故先寫好稿
詞，部分是舞台對白。(會
表演？) 我負責講詞，會
有人表演，(準備了禮物？)
就是那三張紙，或者買個靚信封放上
去。”他謂原打算花20分鐘完成，但
最後用上三小時。問到會否即場挑件雕
塑送給King Sir？秋生笑說：“我怎會
買得起？我送自己給他就可以，(親手
做件雕塑？) 我會做就好。”

另外，9日九倉宣佈不再提供新
財務支持給有線收費電視，有機會最
快於今年5月底便結束，但9日晚有
線仍派出兩隊攝製隊前往採訪。對於
有線前景，拍攝隊拒絕受訪，並稱公
司已下令不要講，因情況仍未落實。

不覺胞弟能做藝人
方力申盼他推廣藝術

■方力申(右一)帶同家人來支持藝術家任哲(中)。

■■““大馬女神大馬女神””
林明禎當晚雖沒展林明禎當晚雖沒展
露性感一面露性感一面，，但她但她
依然是焦點所在依然是焦點所在。。

■Babyjohn(中)一句便能逗得欣宜
(右)歡喜。

■錢小豪和扮成小殭屍的小朋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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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慶全）“2017年
香港花卉展覽”之
“愛．賞花”攝影比
賽9日在維園舉行，香
港小姐冠軍馮盈盈、
亞軍劉穎鏇、季軍陳
雅思及友誼小姐張寶
兒等獲邀出席擔任模
特兒。劉穎鏇首度以
宮廷服亮相公開活
動，她笑指更是第一
次像模特兒般擺甫士
供人拍照。談到新工
作，劉穎鏇即將參與綜藝節目當主持人，希望有
助訓練自己的口才。

陳雅思一身英式貴婦裝扮，她透露與黎耀祥
剛從日本拍完《歎得好健康》回港，其間在雪山
着泳衣浸溫泉，她表示都準備了十多套泳衣拍
攝。那會否令觀眾看到流鼻血？陳雅思笑說：
“都想挑戰一下自己的底線，希望是健康、性感
兼具潮流的感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薛凱琪(Fiona)
將於下月6日至9日於旺角麥花臣場館舉行的演
唱會，選擇在較小場地開秀，她希望可以任性地
唱平時甚少會唱的Side Cut歌，到時會呈獻新舞
步，讓粉絲耳目一新。Fiona只想觀眾如同到了
她家的客廳，觀看她自己跟自己在唱歌，感受生
活化和夢幻的一面。

到時，場內會設有100個貴賓位，每位票價
1,000港元，不過可獲得不少紀念品。最驚喜是
這些VIP結束後可留下跟Fiona合照，又可聽到
她表演時沒唱過的歌。

Fiona又透露剛創立個人品牌SpiritUnus，達
成人生其中一個夢想。“這名是我想出來，Spir-
it是‘靈’，Unus在拉丁文是解釋為‘唯一’和
‘大同’，我希望所有事大同、Equal、無分你
我。”

劉穎鏇穿宮廷裝當女模

薛凱琪小場開秀
想歌迷如同置身客廳

■(左起)劉穎鏇、馮盈
盈和陳雅思 9 日擔任
“花模”。

對於可以和女神合作，錢小豪表
示很開心，但二人在片中沒有

感情戲。小豪又直言妒忌Babyjohn：

“他跟女神有感情戲，我只是對着殭
屍，他就對着美女。”

首度拍電影的林明禎在戲中演女
殭屍，她指最初還以為是演開心鬼，
但原來一點也不可愛，還很恐怖，不
過拍畢本片後便愛上拍電影。她又笑
言自小已看錢小豪的殭屍片，所以這
次有份參與都很期待和緊張，並提到
今次戲中是被人追殺，希望下次可以
去殺人。

明禎獲讚性感發自內心
說到8日晚打扮保守，明禎笑謂

自己有露腹肌，很有誠意的。小豪就
笑指明禎的性感是發自樣貌和內心，
又讚她在其心目中都是性感女神，沒
對白都做得很好，又勤奮。

欣宜 8 日晚特意出席捧好友
Babyjohn場，二人合照時更來個擁
抱。提到父親鄭少秋稍後開演唱會，
她表示未能捧場：“那段時候我不在

香港。其實他很早已跟我說做嘉賓，
但我要出埠半開工半放假，所以沒辦
法，不是不撐爸爸。(會否拍片支
持？)拍片、做到的都會做，他今次是
慶祝入行50周年，我同爸爸講真的對
不起，自己真是很想去，但好遺憾去
不了。等他慶祝入行60周年演唱會再
去。”

一句話令欣宜馬上笑
Babyjohn表示很多謝夏雨哥的信

任，今次找他演出，又安排女神與他
演情侶，連小豪哥都說好妒忌，不過

他也多謝小豪哥毫無保留教了他很
多。談到與女神合作，Babyjohn笑指
第一次見女神，以為會有距離感，
“我跟欣宜用15分鐘破冰，但和明禎
就不需10分鐘。”欣宜即裝扮吃醋
說：“就是她贏啦。”Babyjohn便逗
她高興說：“如講熟絡點，就是你
贏。”

另外，客串演出的詹瑞文近日被
拍到與女友到西貢看舖位，疑似開咖
啡店，他澄清只是幫朋友開店任創意
總監，自己並沒投資。又指近來有三
套舞台劇正在籌備中。

請數十長者吃鮑魚
黃淑儀輕鬆應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錢小豪、蔡瀚億(Babyjohn)、

“大馬女神”林明禎、鄭欣宜、趙學而、詹瑞文及出品人夏雨

等，8日晚到尖沙咀出席電影《救殭清道夫》首映禮，現場又安

排多位小朋友扮殭屍。小豪對於Babyjohn能與明禎談情，笑稱

自己很妒忌，又讚女方的確是性感女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
靜儀）張紋嘉(Crystal)9日到
新城電台接受訪問，並宣傳
新歌《少女的球鞋》，她表
示上次有新歌推出已是年多
前。已約滿Neway 的 Crys-
tal，表示雙方關係良好。至
於不續約的原因，她稱是想
專注做舞台劇及拍戲，下半
年都會主力在舞台劇和電影
發展。然而入行多年，Crys-
tal慨嘆找不到出路，感到有
點迷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
黃淑儀(Gigi姐) 9日到藍田一間長者
中心探望長者，即場下廚炮製冬菇
鮑魚炆雞予長者分享，獲長者大讚
好味，之後又送罐裝鮑魚給大家。

活動上Gigi姐又分享之前去澳
洲拍攝《吾淑吾食澳洲篇》的趣
事，她指當地很多蒼蠅，要不停用
手去拍，看起來好似自己打自己，
但鏡頭前就看不出來。

活動後Gigi姐接受訪問，她表
示因前一晚還要開工拍劇，所以要
預早一晚準備好食材及廚具，更用
八小時將鮑魚蒸軟，以便老人家進
食。

9日招待近70位長者，不過對
常宴客的Gigi姐來說完全無難度，
她笑說：“平時在加拿大請客都40
人，試過在當地為華人籌款，煮20
幾款菜去款待300幾人。”說到早
前赴澳拍攝，Gigi姐稱自掏腰包買
了很多仿陶瓷廚具，不怕打爛之餘
工作人員又不用拿太重的廚具。至
於會否再去其他地方拍攝她則未
知。

近年無綫有不少星級廚神，好
像肥媽和李家鼎(鼎爺) ，問到會否
擔心有比較？Gigi姐說：“煮食是
各師各法，不同鄉下煮法已不同，
有人喜歡將餸一起煮，我就偏愛分

開煮再混合成一起，大家風格不
同，大家互相研究學習，永遠都是
學習不足，最好百花齊放。(可想跟
他合作？) 都想，如有機會Cross-
over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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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片與“大馬女神”談情

■黃淑儀自揭在澳洲拍攝時常遇蒼
蠅。

■■張紋嘉張紋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
梁靜儀）中國青年藝術家任哲的香港
雕塑個人展覽“罡”，9日於中環舉
行揭幕酒會，出席的演藝界人士有方
力申（小方）、黃秋生、向華強夫
婦、向佐、雷頌德、劉偉強及徐天佑
等，日前代表演藝界人士把籌款支票
交給敬言仁基金的向太，9日晚未有
接受傳媒訪問。

偕父母及弟弟出席展覽的方力
申，表示與任哲是好友，加上弟弟是
展覽策展人，更是首次做大型展覽的
策展人，所以特意來支持。

小方知道這次有部分展品重達一
噸，要花兩晚通宵吊上去展覽場地，
而今次展覽為期三周，花費達百多二

百萬港元。小方指弟弟原本做律師，
但對藝術有興趣，都替他高興及引以
為傲。那會否叫弟弟入行？小方即大
潑冷水：“他憑什麼？(怕他比你
紅？)難道你覺得會嗎？以前他游水
有鋼條身形，現已全無，不過他已做
得很好。”

花心思為King Sir祝壽
小方大讚1993年出生的任哲衝

出國際，是中國人的光榮，亦收藏了
20多件對方的作品，而作品亦有升
值。9日為了支持好友及弟弟，小方
都會購買，最有興趣是大件的雕塑，
但可惜沒地方擺放。“買了(雕塑)號
碼先，再買村屋，叫他留個號碼給

我。”
黃秋生9日晚透露稍

後會出席戲劇大師鍾景輝
(King Sir)的 80 大壽宴
會，並透露寫了三張紙準
備到時上台演講。“自己
又不懂說話，故先寫好稿
詞，部分是舞台對白。(會
表演？) 我負責講詞，會
有人表演，(準備了禮物？)
就是那三張紙，或者買個靚信封放上
去。”他謂原打算花20分鐘完成，但
最後用上三小時。問到會否即場挑件雕
塑送給King Sir？秋生笑說：“我怎會
買得起？我送自己給他就可以，(親手
做件雕塑？) 我會做就好。”

另外，9日九倉宣佈不再提供新
財務支持給有線收費電視，有機會最
快於今年5月底便結束，但9日晚有
線仍派出兩隊攝製隊前往採訪。對於
有線前景，拍攝隊拒絕受訪，並稱公
司已下令不要講，因情況仍未落實。

不覺胞弟能做藝人
方力申盼他推廣藝術

■方力申(右一)帶同家人來支持藝術家任哲(中)。

■■““大馬女神大馬女神””
林明禎當晚雖沒展林明禎當晚雖沒展
露性感一面露性感一面，，但她但她
依然是焦點所在依然是焦點所在。。

■Babyjohn(中)一句便能逗得欣宜
(右)歡喜。

■錢小豪和扮成小殭屍的小朋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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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青雲林家棟古天樂張晉聯手演繹黑幫傳奇
跌落地獄的人生，竟然也能

逆襲？近日，由朱嘉懿、陳慎芝

監制，著名導演劉國昌執導，劉

青雲、林家棟、江壹燕領銜主演，

古天樂、張晉特別出演，吳孟達、

譚耀文等聯合主演的傳奇黑幫之

作《毒。誡》揭開面紗，壹舉曝

光了“突破毒界”概念海報及首

款“回頭是岸”預告，“毒行江

湖，迎刃而誡”，黑幫大佬的真

實傳奇人生即將在大銀幕上風雲

再現。

慈雲山十三太保、九龍城寨、

古惑仔……《毒。誡》將在跨度

超過三十年的大時代背景下，還

原壹個取材真實的傳奇故事；劉

青雲、古天樂、張晉、林家棟四

位當下港片扛鼎男星，將壹同上

演黑幫大佬“觸底反彈”的悲歡

人生。2016年《寒戰2》《使徒

行者》等港片在內地創下票房口

碑佳績，如今《毒。誡》則在

2017年春天來勢洶洶，難怪在年

初媒體盤點2017年值得期待的新

片時，《毒。誡》就因其獨樹壹

幟的題材和全影帝級陣容，始終

被列為今年必看華語電影之壹。

黑幫題材是港片特色之壹，

在過去數十年誕生過無數經典之

作。而在種種關於香港黑幫的往

事裏，“慈雲山十三太保”的故

事最具傳奇色彩，這個上世紀六

十年代活躍在香港黃大仙區公共

屋邨中最著名的青少年朋黨組織，

在江湖上留下了無數傳說，真真

假假，令人希噓。二十年前，導

演鄧衍成曾以此為題材拍攝電影

《慈雲山十三太保》，該片由巫

啟賢及陳豪主演，巫啟賢還因該

片獲得了1996年香港金像獎的最

佳新人獎，當年轟動壹時。

現實中，“慈雲山十三太保”

後來均走出九龍城寨，開始了融

入社會的新生活。其中，“慈雲

山十三太保”之首陳慎芝的“轉

型”最為成功，堪稱勵誌傳奇。

“有人說人生主要做兩件事，墮

落與和覺醒”，《毒。誡》中，

“慈雲山十三太保”的故事將重

新登場，此番陳慎芝更親自出馬

擔任影片監制，有多少江湖秘事

將被公開，多少涅槃之痛將被披

露？《毒。誡》的諸多猛料將在

2017年壹壹爆出。

陣容有“毒”
四位男星貢獻“影帝級演技”
林家棟成金像影帝熱門
劉青雲、林家棟、古天樂、

張晉，正值巔峰期的四位實力男

星堪稱港片的中堅力量，在《殺

破狼2》《掃毒》《反貪風暴》

等多部電影中，他們都曾以各種

組合的形式出現，但如《毒。

誡》這般壹次集齊四位，還是前

所未有！

《毒。誡》中，劉青雲將

飾演“慈雲山十三太保”之首，

傳奇大佬茅躉華，林家棟、張

晉分別飾演的是與茅躉華不離

不棄的兄弟喇叭和貓仔，而古

天樂則出演與茅躉華亦敵亦友

的幫派老大哈雷。這個超豪華

男星陣容壹經公布，就被媒體

評價為“影帝級配置”，其中

劉青雲早已是金像金馬雙料影

帝，張晉憑《壹代宗師》拿下

過金像獎，古天樂是香港電影

金像獎的提名常客，而林家棟

則因去年在《樹大招風》中的

精彩表演，於近日先後斬獲香

港電影評論學會及香港電影導

演會“最佳男主角”大獎，更

被視為本屆香港金像獎影帝最

熱門人選，呼聲極高。如今，

四位實力派即將在《毒。誡》

中同框飆戲，勢必成為 2017 銀

幕壹大盛況。

近日曝光的“回頭是岸”預

告中可見，劉青雲、林家棟、古

天樂、張晉以飛機頭、花襯衫、

喇叭褲等復古造型出現，在招牌

林立、魚龍混雜的九龍城寨中穿

行；而在“突破毒界”概念海報

上，四人似已從“毒”字迷宮中

突圍，但何去何從不免令人心

憂……《毒。誡》拋出了壹個引

人好奇的開頭，令人十分期待足

本的上映。

導演有“毒”
劉國昌劉青雲再度攜手
聚焦九龍城寨傳奇往事
《毒。誡》的導演劉國昌，壹

直以低調著稱，當年由他執導，

劉德華主演的《五億探長雷洛傳》

在1992年香港電影金像獎上曾壹

舉拿下八個獎項提名。2007年金

像獎上，劉國昌執導的《我要成

名》則令男主劉青雲奪得人生中

首個金像影帝。十年之後，劉家

昌與劉青雲在《毒。誡》中再度

攜手，可見品質保證。

在香港影壇，劉國昌壹直是

寫實派的代表導演之壹，他的作

品以關註問題少年、古惑仔，生

活在天水圍的普通人以及掙紮在

娛樂圈的小演員等底層人物著

稱。雖不算高產，但部部品質不

俗。新片《毒。誡》中，劉國昌

導演將鏡頭對準了九龍城寨這個

早年香港的“三不管”地帶，這

個曾經真實存在的“魔窟”，在

預告中已散發出幽暗詭異的氣息。

據了解，《毒。誡》真實還原了

這個“慈雲山十三太保”當年的

生存掙紮之地，對九龍城寨更是

幾乎做到了1：1的重建。整部電

影為精益求精，歷時壹年多潛心

制作，更以特效還原時代風貌，

力求在大銀幕上壹個上世紀七十

年代風雲變幻的香港。

由鄔君梅領銜主演的電影

《海上浮城》在上海浦東盛大

開機。該片由導演賈樟柯出任

監制，紐約華裔青年導演

Cathy Yan閻羽茜編劇並執導，

鄔君梅不僅在片中擔當女壹號，

演繹別樣老板娘，更跨界身兼

聯合制片人的身份，讓各方頗

為期待。

《海上浮城》上海盛大開機
鄔君梅詮釋別樣“老板娘”
電影《海上浮城》根據真

實事件改編，以多線索敘事的

結構，講述了紛雜多變的現代

社會背景下，五個主人公在面

對生活的困惑、挑戰和矛盾時，

各自做出的選擇及命運的變

化 。作為壹部具有黑色幽默

風格的社會現實類電影，該片

不僅題材獨特，演員陣容強大，

鄔君梅，楊皓宇，李夢，李淳

讓該片星光熠熠。其中最受人

矚目的莫過於鄔君梅的鼎力加

盟，在電影中，鄔君梅飾演的

女主角王招娣是壹個充滿“野

心”的美發店老板娘，40多歲

的她獨身壹人經營著多家理發

店。多年來，在壹只狗和壹群

家鴿的陪伴下，生活在祖傳的

老房子裏，面對房子的拆遷，

王招娣拒絕調解，堅決做壹個

拆遷戶。除了“老板娘”與

“釘子戶”在角色上的矛盾沖

突，此次鄔君梅飾演的女主角

王招娣的與其他幾位實力演員

的對手戲同樣十分有看點，不

容錯過。

鄔君梅力挺新導演
展現濃濃上海情結
鄔君梅對於作品壹直有著

很高的要求，而此次在《海上

浮城》中臺前幕後忙不停也是

為了支持新人導演。她在采訪

中表示：“這次的導演是壹個

嗅覺、敏銳度很高的華人導演

。我記得賈樟柯說過，這個小

女孩讓他想起當年的自己，所

以他說壹定要幫助年輕人拍電

影。而我在看了劇本後也第壹

時間表示壹定要見見這個

作者。”這個同時打動鄔君

梅與賈樟柯的女孩，正是

《海上浮城》的編劇兼導演

Cathy Yan閻羽茜。此次她所

帶來的《海上浮城》是力圖

將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完美

結合的作品。

當然，除了新導演對藝術

與商業的敏銳度外，該片獨特

的地域性也深深地吸引著鄔君

梅。據悉，該片全景將在上海

完成拍攝，鄔君梅在片中將用

上海話演出，能在自己的故鄉

用自己的方言去塑造電影中的

人物，這讓身為上海人的她倍

感期待。鄔君梅表示：“我是

上海人，能夠站在這裏看著這

個城市。我們能夠見證這種從

無到有的歷史性變遷，這種變

遷大概壹千年才會有壹次。”

據了解，《海上浮城》預

計將於4月底完成全部拍攝任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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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彭浩翔導演，余文樂、楊千嬅等原班人馬再

度集結、傾力打造的都市愛情電影《春嬌救誌明》，

將於4月28日全國上映。日前，片方發布了“回憶

殺”版預告片和片場拍立得人物照。“回憶殺”預

告從春嬌誌明邂逅講起，勾起八年愛戀絲絲回憶的

同時加入了新壹步劇情，有溫情甜蜜亦有沖突猜忌，

“忘不了”、“長不大”、“戒不掉”的標題似乎

都在概括著二人的感情。片場拍立得照片用拍立得

記錄拍攝點滴，搞怪又溫馨，讓無數粉絲大呼“春

嬌與誌明私下也好萌！”

八年感情“回憶殺”大放送
誌明春嬌感情路上再遇難題
從《春嬌救誌明》宣布定檔4月28日開始，無

數對“春嬌”系列忠實粉絲就開始回顧前兩部的經

典劇情。這版“回憶殺”預告片也給足福利——二

人後巷邂逅、約會，倒轉表白的“i n 55!w !”，

二人玩幹冰的鏡頭以及楊千嬅戳心的“我努力地想

擺脫張誌明，最後我發現，我變成另外壹個張誌明

了。”影迷熟悉的經典鏡頭壹幕幕重現，暖意滿滿。

除了八年甜蜜回憶，在新的預告片中，也昭示

了兩人感情的現實隱憂。在預告片開頭，余文樂面

對響起的電話壹直沒有接聽，楊千嬅反問：“是女

的嗎？”火藥味十足。而在之後，預告片陸續展現

了余文樂飾演的張誌明繼續“長不大”的老問題——

夜店海翻天，與春嬌從警察局中出來竟躲在了春嬌

的背後，和辣妹單獨玩滑板等等。這些矛盾讓楊千

嬅飾演的春嬌開始重新思考二人的關系，甚至難過

到把自己浸

在浴缸中，

在深思熟慮

後對誌明失

望地表示：

“不如算了

吧。”種種

矛盾讓兩人

不止如何對

待這段感情，

而二人在家

中安置的決

定 問 題 的

“選擇版”

走到了“再

來壹次”的位置，似乎預示了

二人的關系走向。在預告片結

尾，誌明對春嬌深情表白：

“余春嬌，是妳讓我長大的”，

也表達了電影的愛情觀——壹

段好的愛情可以讓彼此都得到

成長。

在這次片方發布的“回憶

殺”預告中，除了余文樂、楊

千嬅飾演的誌明與春嬌，曾國

祥飾演的二妹和也增加了許多

新鮮面孔，老戲骨秦沛和新鮮

小花蔣夢婕的加盟也讓觀眾眼

前壹亮。

片場拍立得照溫馨搞怪
爆棚

經典熒幕情侶攜手讓人
“戒不掉”

此次，與“回憶殺”預告

壹起公布的還有片場拍立得海

報。海報用拍立得記憶片場拍

攝點點滴滴，既有楊千嬅與姐

妹淘的閨蜜談心、余文樂抱著

狗狗對鏡頭大笑、余文樂、楊

千嬅與“二妹”曾國祥以及飾

演“春嬌母親”的老牌演員邵

音音的“全家福”的溫馨場

景，也有導演彭浩翔與二位主

演在片場認真工作的畫面，不

少粉絲激動表示：“真的太愛

誌明與春嬌了！”、“誌明的

死黨和春嬌的閨蜜還是那些老

朋友，感動滿滿！”、“期待4月28日，迫不及待

想去電影院看他們倆啦！”

暌違五年，“誌明與春嬌”系列仍然誠意滿

滿，誌明和春嬌之間多年的愛情長跑將通向何處？

他們之間究竟還有什麽新的故事發生？敬請關註

由中影環亞音像制品有限公司、環亞電影制作有

限公司、北京光線影業有限公司、太陽娛樂文化

有限公司、環亞電影發行（北京）有限公司、上

海盛嶽影視傳播有限公司出品的電影《春嬌救誌

明》，4月28日全國上映。

電影《海上浮城》開機
鄔君梅演繹執著拆遷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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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納DC將籌備R級超級英雄電影
受“死侍”“金剛狼3”成功影響
“蝙超”DVD版曾被定位R級
《死侍》《金剛狼3》兩部R級

超級英雄電影取得票房上的成功，

華納公司也開始瞄準R級電影市場

。The Wrap網站援引DC影業知情人

士的透露稱，DC電影開始考慮制作

壹部R級電影，並且這部電影將融

入DC電影宇宙。這位內部人員百分

百肯定這壹消息的準確性：“會根

據合適的角色量身打造。”

去年四月，《死侍》剛剛上映

兩個月的時候，DC就表示打算以R

級的標準制作《X特遣隊2》。而幾

個月前《X特遣隊》導演大衛· 阿耶

被曝將執導的DC超級英雄新作《哥

譚魅影》也有望被定為R級。其中

阿耶將繼續和瑪歌特· 羅比合作，後

者再度飾演小醜女哈莉· 奎恩。去年

上映的《蝙蝠俠大戰超人》的DVD

導演剪輯版本，就被定為R級，影

片在公映時為了保證PG-13的分級刪

去了壹些打鬥場面。

美國網絡購票平臺Fandango在

《金剛狼3》上映前進行了壹項調查

，71%的參與人希望能在影院看到更

多R級超級英雄電影，86%的參與者

對看到壹部更加暴力的R級《X戰警

》表示開心。福斯今年夏天開拍的

《死侍2》確定延續R級設定，但其

他電影尚未確定是否會效仿這兩部

成功先例。

北美第二大院線北美第二大院線CEOCEO談投資談投資
只要能賺更多錢只要能賺更多錢

我支持大片廠壓縮影院發行窗口期我支持大片廠壓縮影院發行窗口期
邁爾斯口中做大蛋糕的辦法

（grows the overall pie），實際上指

的是在不損害現有影院業務的情況

下縮短窗口期，她同時透露目前壹

些片廠和影片放映商已經就此問題

進入討論階段。

事實上，有關縮短影片窗口期

的構想，早在去年12月就有外媒做

出相關報道，報道中提到Regal 或

Cinemark等大型院線考慮在電影上映

後的17天內通過VOD（流媒體在線

點播）技術把內容投放到家庭。如

果選擇和院線同步上映，則需要支

付50美金的電影點播費用（註： 50

美金同步上映的信息源來自The Hol-

lywood Reporter，據《綜藝》雜誌的

報道，院線上映17天之後單片訂閱

費用也為50美金，訂閱時長為48小

時，為避免混淆特此註明）。

根據2月23日《綜藝》的獨家

報道，至少有五家大片廠在認真考

慮盡早把院線電影引進家庭的問題

，但是具體怎麽做，目前片廠和院

線還處於面面相覷的狀態。報道稱

，時代華納和環球是針對此問題表

現最積極的兩家，後續索尼、二十

世紀福斯和派拉蒙也逐漸加入了隊

伍。有些心急的電影主管想在3月27

日在拉斯維加斯舉辦的CinemaCon就

和院線的負責人最後敲定方案，但

考慮到縮短窗口期的復雜性，壹些

電影主管私下堅持這件事情還是應

當從長計議。

如Netflix 這般的大型視頻網站

正在通過神奇的流媒體改寫電影發

行的方式，現在，即使壹部影片不

選擇在影院上映，它也有可能借助

於視頻網站的平臺到達觀眾的身邊

。普華永道的壹項研究表明，在視

頻網站看電影在2017年將會成為主

流，影院用戶也將遷徒至網絡。而

根據時光網此前的報道，流媒體參

與電影制作和發行，率先帶來的是

對好萊塢窗口體系的顛覆。

在通常意義上，壹部好萊塢電

影從院線上映到在線觀看期間需要

經歷39至52周的時間，且流媒體的

角色只是整個鏈條的最後壹環，但

在亞馬遜的計劃中，電影在影院上

映後最快4周就可以在平臺上付費收

看了，Netflix的《臥虎藏龍2》已經

實現了同步放映，有如《幽冥》壹

般的被傳統片廠放棄的項目甚至借

助Netflix依然完成了上線。

換句話說，在流媒體業務的沖

擊下，好萊塢傳統片廠所保有的優

勢在喪失，好萊塢片廠也在積極地

向擴充自己在流媒體平臺上的力量

，目前北美流媒體的前三名分別是

Netflix、Amazon Prime 視頻服務和

Hulu，Hulu與好萊塢六大中的四家

關系頗深，它在 2007 年由福斯和

NBC環球聯合成立，後來迪士尼和

時代華納也選擇入股Hulu。

除去入股的部分，好萊塢的片

廠也在積極擴展自家的流媒體平臺

服務——2015年，迪士尼推出了自

家的流媒體平臺Disney Life；時代華

納雖然自己未成立流媒體業務，但

旗下風生水起的有線電視網HBO卻

在2015年推出了HBO Now流媒體訂

閱服務；時代華納的母公司AT&T於

2016年 12月 1日推出了DirecTVNow

電視流媒體直播服務；索尼旗下目

前有流媒體平臺Crakle，另外由於索

尼的 PlayStation 平臺，索尼在 Play

Station網絡媒體服務PSN上推出了漫

畫改編劇集《超能力》，還在PS4平

臺上推出了類似Netflix 的服務 Play

Station Vue。

目前在制作上，Netflix和亞馬遜

還無法與傳統的好萊塢片廠平起平

坐，因此在目前他們只能收購中小

成本的電影，或者被傳統大片廠放

棄的項目。

至於片廠與流媒體所討論的生

意會不會吃掉現有的影院業務，艾

米· 邁爾斯在發言中表示由討論所衍

生的任何生意都不會影響到現有的

影院，並且她還提到，傳統的影院

是值得保留下來的，2015年與2016

年的電影票房對於好萊塢而言是破

紀錄的年份，這種勢頭很可能會延

續至2017年。MKM Partners的分析

師Eric Handler在接受《好萊塢報道

者》也表示他並不認為窗口期的縮

短會對行業產生多麽大的震動——

“影院的窗口期在過去十年中

壹直在縮短，實際上什麽也沒發生

。”

可仍有壹些院線擔心允許窗口

期縮短就像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壹

旦消費者願意支付稍高的點播費用

，他們就更有可能跳過影院這壹步

選擇在家觀影，院線方表示他們需

要壹個保證，如果計劃出現了損害

影院業務的跡象，他們就必須重新

協商該計劃。

由於俄羅斯存在嚴苛的反同性戀法規

，真人版《美女與野獸》中存在同性戀角

色的消息曝光之後，BBC曾報道稱俄羅斯

或因此封殺這部迪士尼合家歡電影。本周

壹，俄羅斯文化部門宣布該片依然可以在

俄上映，但分級被定為16+，即17歲以下

的未成年人不得進入影院觀看。

迪士尼電影在俄羅斯發行時鮮有遭遇

如此嚴苛分級的待遇。去年迪士尼出品的

電影中，真人電影《愛麗絲夢遊仙境2》

與《奇幻森林》在俄分級為12+；而《瘋

狂動物城》與《海洋奇緣》的分級為6+。

《美女與野獸》的16+分級勢必會對影片

在俄羅斯的票房造成打擊，畢竟未成年觀

眾是迪士尼電影的主力消費人群之壹。

俄羅斯著名反對同性戀立法委員Vita-

ly Milonov稱贊了文化部對《美女與野獸

》設置的分級，在接受俄電臺采訪時稱：

“只有成年人才有能力決定他們是不是有

興趣去影院看某些變態。這部電影的目的

是向我們的孩子灌輸歐洲寬容度的新準則

，想讓這種事被視作是正常的。但是，感

謝上帝，文化部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了以

公民和國為本的姿態。”

真人版《美女與野獸》中，由喬什·

蓋德飾演的樂福將成為迪士尼電影史上出

現的首位同誌角色，他是獵人加斯頓的跟

班，影片中對加斯頓有著復雜的愛慕之情

。盡管蓋德是異性戀者，加斯頓的扮演者

盧克· 伊萬斯卻是圈內著名的同性戀者。

據了解，設置這個同誌角色，是為了

紀念迪士尼功勛音樂人、《美女與野獸》

原動畫歌曲的詞作者霍華德· 阿什曼。霍

華德是壹位同性戀者，不幸的是在1991年

原版動畫上映前，霍華德就因艾滋病去世

，他把片中野獸的遭遇看作“艾滋的象征

”。 影片將於3月17日登陸中國各大院

線。

俄羅斯將俄羅斯將《《美女與野獸美女與野獸》》列為列為1717禁禁
同誌角色惹的禍同誌角色惹的禍 ““成人才有能力決定要不要看變態成人才有能力決定要不要看變態””

斯嘉麗· 約翰遜近來可謂動向不斷，全

力開掛。

今年壹月份跟結婚兩年的丈夫羅曼· 達

瑞克離婚占盡娛樂版塊頭條，前段時間在

奧斯卡頒獎典禮上風光亮相吸睛無數。

電影作品也是壹部接壹部，先是在2

月17日內地上映的動畫片《歡樂好聲音》

中為角色配音亮嗓。

由其挑大梁的漫改大作《攻殼機動隊

》也將於3月31日在北美登場，而其壹向

很少接觸的R級女性喜劇類型電影《倉惶

壹夜》也將在暑期檔上映。

本片由《大城小鈕》的導演露西亞· 安

尼洛執導，講述五個好朋友為了單身周末

在邁阿密租下了壹所海濱別墅，不料壹位

男性脫衣舞者意外身亡而引發的壹串故事

，據說是影片《宿醉》和《老板渡假去》

的結合版。

本片劇本曾登上2015年好萊塢劇本黑

名單，影片已敲定於今年6月16日北美上

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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