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娛 樂 新 聞B5

20222022年年11月月1515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2年1月15日（星期六）

2022年1月15日（星期六）

◆責任編輯：凡 文 ◆版面設計：日 明

中新社電 備受影迷期待的《長津湖
之水門橋》1月 13日內地官宣定檔
2022年大年初一，據統計，消息一
出，該片在某售票平台上的新增「想
看」截至當日12點就突破3萬人。
《長津湖之水門橋》之前作，主旋律

戰爭大片《長津湖》於去年國慶檔期上
映，當即引發全民觀影熱潮，在影院內
外形成高熱度，話題頻繁「破圈」。

2021年11月24日，該片含預售

票房已超56.95億元人民幣，登頂中國
影史票房榜。
據悉，電影《長津湖之水門橋》依

舊以抗美援朝戰爭第二次戰役中的長
津湖戰役為背景，講述在結束了新興
里和下碣隅里的戰鬥之後，七連戰士
們又接到了更艱巨的任務……作為
《長津湖》的續集，《長津湖之水門
橋》依然由陳凱歌、徐克、林超賢聯
合執導，吳京、易烊千璽、朱亞文、

李晨、胡軍、段奕宏、韓東君、張涵
予聯合主演。
業內認為，《長津湖之水門橋》此次

定檔大年初一將對2022年整個春節檔
的形態產生較大影響。燈塔研究院行業
分析師張榮棣指出，回望近5年的春節
檔，Top 3票房佔比80%是常態，其中
2017至2019三年春節檔，連續呈現出
票房冠軍佔檔期1/3、第二名佔1/4、第
三名佔1/5的格局分布；而當超

級頭部影片出現時，將佔據春節檔近半
票房，例如在2016年和2021年，《美
人魚》和《唐探3》均佔據檔期45%至
50%票房。
張榮棣稱，在《長津湖之水門橋》官

宣定檔後，2022年春節檔的影片票房
分布，很可能延續2021年和此前2016
年的布局，超級頭部影片或將佔據
檔期近半票房。

《長津湖之水門橋》定檔大年初一「想看」熱度飆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謝霆
鋒主持的美食紀實真人騷《百姓的
味道》，邀請了楊千嬅擔任嘉賓，
二人到訪潮汕，四出尋美食，也開
啟一段楊千嬅的「歸鄉尋根」之
旅，除了分享美食外，千嬅難得在
家鄉漫步街頭，令她體驗到家鄉生
活，她又即場下廚學藝，感受到百
味人情之樂！
楊千嬅在兩年前已經在家鄉潮州
舉行巡迴演唱會，當時因工係關係
未有四出細嚐美食，今次她才能大
快朵頣，千嬅表示，今次是第二次
回鄉，她要多謝霆鋒的邀請來到家
鄉拍攝節目，以前她的嫲嫲很希望
一家人能回鄉探親及拜祖先，可惜
事與願違，未能完成嫲嫲的遺願，
所以今次拍攝對她而言十分有意
義，因為不只是拍節目，還可以見
證父親兒時生活，透過拍攝團隊的

安排下，她有機會去過祠堂拜祖
先，亦走訪了嫲嫲及父親昔日生活
過的地方，令她對父親成長之地加
深了解，更拍了大量相片及視頻，
傳給父親分享。
在節目中，千嬅隨着霆鋒嚐盡家

鄉味道，他們到街頭尋味，手打牛
丸是聲名遠播的傳統食品，千嬅不

只有口福，還與霆鋒即場學打彈牙
牛丸、學做粿品，秘製滷水鵝這
美食亦令她充滿回憶。千嬅表
示，以前嫲嫲會親自下廚
煮一些節日美食，不過
早已失傳，今次她有機會
學藝，她一定會大顯身手
煮給家人品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袁偉豪近期忙於趕拍無綫劇集《法證
先鋒5》，而距離煞科尚剩幾天，趁有一天假期，他就帶隊與劇中合
作演同一組的演員楊柳青、關嘉敏、葉泓聲及周嘉全齊齊去大金鐘行
山，舒展身心。袁偉豪說：「難得有一日假期，急不及待出去郊外走
一轉，下次到你哋帶隊！」他更笑
言行到累，就靠食條蕉補充體力，
畢竟仍要為劇集埋尾，要以最佳狀
態演出，不能大吃大喝。
至於楊柳青行山途中，遇到其他

行山人士帶着可愛小狗，她就第一
次大膽地去抱人家的小狗，結果抱
得牠毫不舒服。不過她都好開心有
「重症組阿頭」袁偉豪帶領去行
山，還多了個「門派掌舵」關嘉敏
帶給他們好多歡樂，希望下次齊人
再去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
祖）無綫首席創意官王祖藍於
社交平台上載與王浩信、張振
朗及高海寧坐於機艙內的合
照，透露正帶隊返內地進行演

藝上的交流。祖藍留言︰
「TVB內地交流組，第一組
順利到達，歡迎內地的夥伴們
交流指導。」據知除王浩信、
張振朗及高海寧首批藝人外，

其他無綫藝員包括
蔡思貝等將亦陸續分
批往內地進行交流。而陳
自瑤也有在祖藍的發文上留
言為老公王浩信打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台灣藝人徐熙娣
（小S）作風敢言，不平則鳴，最近她就為韓國女星
孫藝珍被網民嘲諷「女神老了」抱不平，直指酸民

行為「變態」。
孫藝珍日前把慶祝40歲生日的相片和
短片放上社交平台，相中的她穿上便裝
沒有修圖，見她捧着蛋糕擺出V字手
勢，展示甜美笑容，另一張是被大堆鮮
花和禮物包圍着，還有在蛋糕前托着香
腮的自然動作，可是有部分網民冷嘲：
「就算是女神，還是不敵歲月摧殘」、
「沒有修圖就能看出來衰老的模樣。」
小S不忿網民的態度，忍不住發聲還

擊 ：
「今天又
看到孫藝珍
的照片，感覺沒
修圖或美圖，網友又
在那邊雞歪，說她老什
麼的！明明就是漂亮的啊！
到底要怎樣，大修圖，你們嫌
假，不修圖，又要嫌老！你們是有
多帥多美啊？人都會八卦吐槽，但專
程寫上去，我覺得很變態！」小S更放上
自己一張素顏照，不少網民留言力撐小S，還
讚她和孫藝真都是自然美女。

袁偉豪帶隊行山 不忿孫藝珍被嫌老
小S鬧網民變態

王祖藍率藝人往內地交流
王浩信 張振朗 高海寧出發

千嬅歸鄉尋根 與霆鋒學整潮汕食品

小齊近年都在兩岸三地穿梭拍戲及參與音樂節目的演出，最近則專
注留在港拍戲，更可跟家人多些時間共處享天倫之樂。而小齊近

日不用每天都開工，他便抽空去懷舊一番，到過初來香港時吃過的食
店，尋回懷舊的味道：「最近都在香港拍電影，去了我第一次香港吃的
第一餐的餐廳，探望一下老闆、老闆娘，然後想一想，其實世界各地我
吃過很多好吃的餐廳，啊讓我有空時，一一去拍拍介紹給你們創建一個
『米齊蓮』推介，哈哈。」

曾到M+博物館觀光
此外，小齊又到過西九文化區M+博物館觀光，遊館後小齊感受到：
「沒想到香港最新落成的M +藝術文化區這麼漂亮。上個月不用開工，
去了走一趟，裏面的展覽很豐富，展覽廳以外，草地及海傍等風景也很
漂亮，可以飽覽整個維港景色。值得有空去參觀啊。」不過近日疫情嚴
重，政府公布收緊防疫措施更延長14天，小齊亦表示：「最近疫情又
嚴重了，待疫情緩和再去吧！大家都得小心保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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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

祖）任賢齊（小齊）從台

灣來港發展多年，從歌手

轉戰拍電影，而他跟着導

演杜琪峯在香港拍戲，一

直住在酒店有三年時間，

覺浪費金錢又很不方便。

之後小齊在港置業，接太

太Tina和一對子女在港居

住及讀書，並透過「優才

計劃」已正式成為香港永

久居民。近來小齊在港拍

戲，抽空再去初來香港時

吃過的食店回味，吃遍多

地美食的小齊透露想創建

一個「米齊蓮」推介。

▶電影《長
津湖之水門
橋》官宣定
檔日子。

◆◆ 袁偉豪袁偉豪((右一右一))帶帶
劇中演員去行山劇中演員去行山。。

◆◆小S也公開自己一
張素顏照。 網上圖片

◆◆ 孫藝珍日前貼出孫藝珍日前貼出
4040歲慶生照歲慶生照，，卻被網卻被網
民嘲老民嘲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王祖藍與王浩王祖藍與王浩
信信、、張振朗和高海張振朗和高海
寧在機上留影寧在機上留影。。

◆◆ 千嬅與霆千嬅與霆
鋒學做潮汕的鋒學做潮汕的
傳統食品傳統食品。。

◆◆ 小齊到過西九文化小齊到過西九文化
區區M+M+博物館觀光博物館觀光。。

◆◆小齊亦有在博物館中坐下來試做小手作小齊亦有在博物館中坐下來試做小手作。。

◆◆小齊專程再去初來香港時吃過的食店小齊專程再去初來香港時吃過的食店。。 網絡截圖網絡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由陳曉華、何廣沛、吳
業坤、林漪娸等演出劇集《異搜店》於昨日播出大結
局，最後一集劇情有四位重要角色受到法律制裁，
鋃鐺入獄！

劇中林漪娸演技獲得一面倒正評，尤其兒
子精神病發後，其痛苦不堪、筋疲力竭
以及情緒失控爆喊的狀態均讓人看得
十分心痛，難怪被指演技超班。

對於今次劇集，廣沛透露看
劇本時已好有感覺：「會好想知之後會發生乜嘢事，大家拍攝
時其實有少少迷惘，點知拍出來的效果，竟然係明明我知
道晒個劇情，但睇嗰時都會打冷震！」他又親解在網上
掀起熱議的角色呆滯之謎：「係刻意咁設定，觀眾
睇到我大爆發之後已冇再誤解我，好多謝大
家。」至於演戲年資尚淺便擔正女一重任的
曉華，坦言對於收視不俗感到鬆一口氣，
並謂感謝監製在拍攝過程中予以正評及
鼓勵，讓她可安心演戲。坤哥則搞
笑指感恩大家對他的角色沒有太
多評論：「因為之前好多
comment都係鬧，叫我唔
好再演戲之類，但今
次沒有發生。」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達

里）近年轉戰健美
界的黃榕昨日接受網台

節目訪問分享近況，她慨
嘆受第五波疫情影響，原定參

加的健美比賽要押後至6月，準
備推出的健動口罩也要

改期發布。由於健美比
賽延期，黃榕笑言唯一好

處是可以放縱飲食，吃了一
年雞胸的她，之前一星期在家

吃火鍋，結果體重急升了 4公
斤。
黃榕稱去年先後參加三個健美

比賽，所以對飲食要求很嚴格，
現在比賽被迫延期，她可以放肆開

懷大嚼一番，說：「自己雖然不是個
易肥易瘦的人，但可能之前只吃雞肉太

多，變得很易吸收營養。」提到疫情再襲，黃榕
大嘆收入急跌九成，說：「因為健身室要關閉，沒有得

做教練，另外拍攝節目又停，現在考慮跟人合作做帶貨，但收
入不算多。」黃榕坦言憂慮年關難捱，除了損失收入外，更擔心

無辜被感染。

林漪娸演技超班 獲一面倒正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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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影片透過影片，，觀眾跟着小齊遊觀眾跟着小齊遊
M+M+博物館博物館。。

◆◆ 千嬅嘗試了解嫲嫲及千嬅嘗試了解嫲嫲及
父親昔日生活過的地方父親昔日生活過的地方。。

◆ 黃榕的教練
工作暫停。

◆◆ 林漪娸的演出令林漪娸的演出令
觀眾看得動容觀眾看得動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