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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狗不見了 Haw
Haw》
》兩個被遺棄的靈魂互相療癒

宅男田中圭
宅男
田中圭受狗狗啟發
受狗狗啟發重新振作
重新振作
以拍攝動物電影聞名的日本導演犬童一心繼《老友狗狗》、《貓咪咕
咕》後，今次聯同《解憂雜貨店》編劇齊藤宏攜手炮製又一治癒系溫暖物
語電影《好狗不見了 Haw》，由日本人氣男星田中圭與混血女星池田依來沙主演，
講述意志消沉的宅男遇上被遺棄的狗狗「小巧」的感人故事，讓觀眾一起度過溫暖
又充滿愛的時光！
◆文：蕭瑟
◆ 田中圭與狗有多場溫馨
對手戲，好窩心。

◆導演犬童一心

◆田中圭與狗拍檔打成一片。

◆混血女星池田依來沙

36 歲男星田中圭入行多年，憑 BL
現年神劇《大叔的愛》爆紅，可是上位後

他多次爆出負面新聞，曾經因為飲醉酒開
工而激嬲拍檔石原聰美。田中圭近日為宣
傳新片《好狗不見了 Haw》出席節目時，
自爆是「遲到大王」，開工時曾經因為
「唔知醒」而遲大到，以致到達片場即時
向工作人員下跪道歉。田中圭又承認自小
已經有遲到這壞習慣，一年沒有幾次準時
返學。曾經因為怕遲到趕不及考試，索性
於考試前一晚在學校門口露宿，拜託同學
第二天早上返學時叫醒他，真是誇張得緊
要，起碼他知道要想辦法去處理這陋習。
田中圭可算多才多藝，2000 年出道至
今，演出電視劇和過半百部電影，至 2007
年起亦有參與舞台劇的演出包括《情書》
（Love Letter）等，2019 年更參與電視劇
《輪到你了第 2 章．反擊篇》的主題歌。
事實上，筆者頗喜歡兩年前田中圭所主演
的電影《Mellow》（港譯︰暖男花店），
同樣暖心。

一人一狗相依為命
《好狗不見了 Haw》由知名編劇齊藤宏
執筆，他曾憑人氣話題作《解憂雜貨店》

勇奪被譽為日本奧斯卡的「日本電影學院
獎」最佳劇本。受到與自己愛犬相處的時
光啟發，齊藤宏已籌備這個故事多年，這
次終於與犬童一心導演首次聯手，獻上最
治癒人心的溫暖物語！
電影由田中圭與混血女星池田依來沙主
演，兩大人氣影星加上乖巧小狗，交織出
最感人的故事。憑劇集及電影《大叔的
愛》而人氣急升的田中圭戲路甚廣，繼
2021 年演出了懸疑電視劇《輪到你了》
後，今次角色來個 180 度大反轉，飾演被
未婚妻拋棄的單純宅男赤西民夫，與田中
圭對戲的混血女星池田依來沙，今次亦作
出新嘗試，一改以往性感形象，飾演樂於
助人、一直在背後支持赤西民夫的好同
事。
田中圭與狗狗「小巧」有多場溫馨對手
戲，一人一狗成了相依為命的夥伴。「小
巧」的眼神流露出對人類義無反顧的信

故事描述被未婚妻無情拋棄的赤西民夫
（田中圭飾）每天也意志消沉，上司為了
讓他重新振作，送了一隻同樣被主人拋棄
的大白狗給他領養。曾被主人欺負強行切
除聲帶的大白狗沒法汪汪吠叫，只能發出
「haw」的叫聲，於是民夫為他取名「小
巧」。兩個曾被遺棄的靈魂，慢慢為對方
打開心扉，一人一狗成了影形不離的夥
伴。正當民夫的心靈創傷快要被治好時，
「小巧」卻意外走失，心急的民夫到處尋
找牠可惜不果。
其實「小巧」上錯車被運到遠處，「小
巧」自此四處流浪，希望可以跨過 798 公

導演︰羅素兄弟
主演︰基斯伊雲斯、賴恩哥斯寧、
安娜迪艾瑪絲
支持指數：★★★★
好睇指數：★★★★
感動指數：★★★
（以5星為滿分）

◆一部治癒人心的電影
一部治癒人心的電影，
，充滿無限的愛
充滿無限的愛！
！

◆陸星材退伍後回歸
陸星材退伍後回歸，
，
令粉絲期待！
令粉絲期待
！

意外被困，也因太高而沒有手機訊
號，她們必須找辦法離開，否則在
沒有足夠裝備和糧食下，只會死路
一條。
這是一部屬於必須在大銀幕欣賞
的電影，電影播放的屏幕愈大，已經
是 官 能 刺 激 的 先 天 優 勢。《命 懸
2000呎》的好看，勝在講故事手法不
浮誇、夠實在，導演史葛曼（Scott Mann）製
造高度緊張感之餘，兩位主角沒製造反智或刻
意的行為去帶出緊張效果，當中不同場面危機
連環緊扣，看着兩位主角的玩命式求生，即
使隔着銀幕都會讓觀眾看得手心冒汗。
若你以為這樣設定簡單的劇本就很膚淺，
其實《命懸 2000 呎》是一個非常有心思，鋪
排精彩的劇本。兩位女主角人物性格鮮明，

◆狗狗「小巧」四處流浪，為沿途遇上
的失意人奉上溫暖的陽光！

送《好狗不見了 Haw》
換票證
由安樂影片有限公司送出《好狗不
見了 Haw》電影換票證 30 張予香港
《文匯報》讀者，有興趣的讀者們請
剪下《星光透視》印花，連同貼上
$2.2 郵票兼註明索取「《好狗不見了
Haw》電影換票證」的回郵信封（填
上個人電話），寄往香港仔田灣海旁
道 7 號興偉中心 3 樓副刊部，便有機
會得到換票證兩張。先到先得，送完
即止。

星光透視 印花

◆《匙來勝利組
匙來勝利組》
》今日首播
今日首播。
。

彼此個性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令故事一直發
展時，兩位主角的舉動和決定都變得既配合
個性，又相當合情理，甚至讓觀眾也能投入
到兩個角色當中，在場面緊張以外，製造心
理的掙扎矛盾。重點：這是一部必須在戲院
欣賞的電影，讓觀眾好好享受一部好電影，
是屬於在大銀幕觀看的一流觀影體驗。
◆文︰艾力

陸星材攜新劇《匙來勝利組》回歸
由新世代演員陸星材、李
鍾元連同鄭彩娟及女團 Momoland 前成員妍雨主演的
奇幻韓劇《匙來勝利組》是
改編自同名人氣漫畫，於今
日在Disney+平台首播！
《匙來勝利組》講述家中負債累累的高
中生李承天（陸星材飾），在某一天突然
得到一個可以改變命運的機會——他只要
買一支便宜的「金湯匙」便可以與富二代
朋友黃泰勇（李鍾元飾）「交換父母」，
換取充滿財富的生活。一向有「土湯匙」
之稱的李承天將會與一眾好友，以意想不
到的奇幻方式，徹底改變他們的悲劇生
活！但是，世上真的有免費午餐嗎？當你
認為自己擁有愈多的時候，一場翻天覆地

新星道

死前透露自己是出自同計劃的「新
銳 4 號」，並交出一枚加密的隨身
碟，內容包含 CIA 行動中心高層的
貪 污 舞 弊 的 關 鍵 證 據 。 這 令 「6
號」逐漸對組織開始產生質疑而放
棄隨米蘭達撤離曼谷，獨自行動展
開調查。
整個故事非常精彩之外，當然
是兩位荷里活型男基斯伊雲斯和賴
恩哥斯寧肉搏打鬥的場面，兩大型
男的吸引力，肯定令大家透不過
氣！
◆文︰路芙

里的障礙，回到民夫的身邊。而在走失期
間遇上不同的人和事，一如其他電影一
樣，《好狗不見了 Haw》亦反映出日本當
代的無數社會問題，如福島核電事故發生
後遺留下來的無家者問題、獨居老人問
題、遭受家暴而要到修道院暫避的女子等
等……《好狗不見了 Haw》將於 9 月 29 日
在香港上映，無論愛狗與否，都可以感受
一下……

《命懸 2000 呎》大銀幕的驚人迫力
看一部電影，故事情節簡單
有錯嗎？表達得精彩動人，敘
事方向單一簡單，其實也可以
讓人拍案叫絕 。新戲 《命懸
2000 呎》（見圖）故事簡單直
接，就是講兩個女生被困在 2,000 呎的高塔
上，二人缺水缺糧，求助無門，片長近兩小
時就是簡單地看着二人，觀看她們在高塔上
九死一生的求生過程。
故 事 講 述 女 主 角 Becky （ 姬 絲 卡 露 蓮 嘉
莉飾）在未婚夫逝世一周年那天，徹底崩潰
及酗酒，其父親數度勸阻不果，正當她準備
自殺時，Hunter（維珍妮亞葛娜飾）提議一
起攀爬一個位於加州沙漠、2,000 呎高的廢棄
無線電塔 B67 電視塔，以克服攀爬恐懼。當
二人爬到塔頂時，由於該塔日久失修，發生

影閱溜

《灰影人》（The
Gray Man， 見 圖 ）
由羅素兄弟（Joe &
Anthony Russo） 執
導，《美國隊長》基
斯伊雲斯（Chris Evans）、《星聲
夢裏人》賴恩哥斯寧（Ryan gosling）及「邦女郎」安娜迪艾瑪絲
（Ana De Armas）等人主演，該
片根據同名小說改編，講述了中情
局外勤特工在一次看似普通的任務
中捲入中情高層鬥爭，遭全球追殺
的故事。喜歡動作片的人又開始沉
醉每 1 分每 1 秒血液沸騰的時間，
電影已在 Netflix 上架。另有指電影
斥資 2 億美元製作費，是 Netflix 史
上最貴的電影。更傳《灰影人》會
拍續集，期待！
具有「占士邦」風格的《灰影
人》，故事講述賴恩哥斯寧飾演的
「灰影人」Court Gentry 為中情局
的前特工，代號為「Sierra Six」，
最初從聯邦監獄被發掘，接受負責
人費茲羅伊 （ Donald Fitzroy ）
的招募，成為技藝高超並得到局裏
欽點的精銳死亡傭兵。不過情勢翻
轉，如今「6 號」變成攻擊目標，
遭到也曾待過中情局，基斯伊雲斯
飾演的洛伊德 （ Lloyd Hansen ）
全面追捕，不消滅他誓不罷休。只
有米蘭達（安娜迪艾瑪絲飾）探員
總在他這邊，伸出援手。
18 年後，「6 號」與米蘭達探員
在曼谷執行任務，受命暗殺一名出
賣國家機密的目標「餐車」，但
「6 號」不想傷及無辜而放棄槍
械，改以近戰暗殺對方。「餐車」

電影反映社會問題

好戲力場

動作片繼續震撼你的心

任，旅途上每次遇上失意的陌生人，「小
巧」都會為他們帶來溫暖的曙光，不論你
是否狗狗愛好者，都肯定會被如此融化人
心的演繹所感動。

的變化亦隨之降臨！而鄭彩娟在劇中飾演
一個出身富裕卻夢想過正常生活的羅珠
熙，也是黃泰勇的未婚妻。她的個性活潑
直率，非常有正義感，平時一點千金小姐
的樣子都沒有，非常厭倦有錢的生活。至
於，妍雨是飾演一個有着無比野心的吳如
真……
主演過《鬼怪》的BTOB成員陸星材，
去年退伍後終於攜同新劇回歸，令不少粉
絲期待又興奮。《匙》劇由金銀姬、尹恩
景編劇，連同《又，吳海英》、《戀慕》
的宋賢旭和李韓俊導演攜手打造。你覺得
自己輸在起跑線上嗎？當命運降臨時，一
個貧困的高中生都可以從潦倒的人生，變
成腰纏萬貫的富二代！陸星材會在劇中逐
一呈現出來！
◆文︰莎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