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新光戲院大劇場主席李居明透露，這次重
本把新光改良，一方面保留本有的建設及

特色，維持典雅懷舊風格，另一方面則提升環
境的舒適度，更換了全院地毯和洗手間、翻新
座椅和雲石大堂，增添場內的燈光及音響設
備，活化新光大劇院為殿堂級的音樂大劇院，
可以適合舉行各類型的演唱會。未來五年，將
大量邀請內地的京劇、越劇、黃梅戲、魔術、
雜技、武術等團體來新光、演出大型匯演。

環境燈光音響設備升級
重開的首演是由李居明本人編劇，蓋鳴暉及

吳美英擔綱演出的全新劇目《俏孔明》。六月中
的包括《大唐胭脂》（陳 儀、衛駿輝主演）及

《潘金蓮新傳》（陳好逑、吳仟峰及李龍主演）
等。廣東粵劇院、紅豆劇團、吳川粵劇團、湛
江粵劇團及廣東青年團等，延續光輝。十二月
七日至十一日，「中國京劇名家劇展演周」將
在新光舉行，參演人員達一百人，由上海京劇
院擔任主演院團，邀請梅葆玖及馬長禮兩大國
寶級大師擔任藝術顧問，內地一級京劇巨星尚
長榮、陳少雲、王佩瑜、安平、史依泓等蒞臨
新光作五天的匯演。

蓋鳴暉會在重開新光打頭陣演出《俏孔明》，
稍後她會親自赴北京挑選戲服，對於新光的轉
變，她稱：「作為粵劇界一分子好開心，因為
新光始終係殿堂級，可以重開係一種鼓勵。」
至於變成多媒體表演場地，對於粵劇公演檔期
可受影響？她謂：「唔會。除了大戲文化外，
有其他新途徑是好事，況且做大戲不能長時間

去做，也有休息時間，這一來場地便可作其他
演出。」蔣文端同樣覺得不受影響，因之前以
為新光未能續約，他們便申請其他演出場地，
其後再轉回新光訂期也沒問題。

劇院作多元化發展
重開的「新光戲院大劇場」將會是跨媒體的

表演場地，不僅推動本土戲曲藝術，並同時作
多元化發展，今年到明年的聖誕及新年檔期，
將有一位巨星連演二十場演唱會。其他綜合性
歌舞表演，方伊琪及Joe Junior等擔綱的懷舊音
樂會。由高志森掌舵的春天劇團將成為新光的

合作夥伴，將在今年內公演《麗花皇宮》、《南
海十三郎》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等。資深
舞台監製丘亞葵，將為新光特別設計大型舞台
音樂劇，已邀得鍾景輝擔任導演、顧嘉煇作
曲，神秘劇目即將公佈。務求成為戲曲殿堂、
東方百老匯。

租新光目標是做十年
新光分為大劇場（1,033座位）及小劇場（340

座位），五月廿一日正式開幕後兩個劇場均投入
服務，在二樓的二院，大堂外會增設展覽空間，
懸掛藝術作品。

他們亦把從前的菲林放映機更換為最新型
號、足以放映3D電影的數碼放映機。在未來日
子，新光會肩負起放映懷舊電影及經典電影的
使命。包括任、白戲寶《帝女花》、《父母
心》、《七彩胡不歸》、《山東紮腳穆桂英》、

《跨鳳乘龍》、《行正桃花運》等，令觀眾重拾
港人的集體回憶。

李居明向觀眾大派定心丸，強調票價跟以往
相若，故預計重開後三年才可達收支平衡，因
此他要挑戰自己，同業主爭取再續約五年，現
階段開始跟業主傾談，相信後五年先可以開始
賺錢。新光目標是做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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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 樂 頭 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寧寧）由丰望藝舍主

辦，豐生娛樂、168 Production、英皇娛樂、湯

臣國際娛樂及大國文化協辦，陳寶珠、蔣文端、

阮兆輝、陳鴻進、任冰兒、鄭雅琪等攜手演出的

《紅樓夢》，昨晚假香港文化中心隆重公演，一直

至4月29日共12場。為令演出盡善盡美，以回饋

觀眾的支持，一眾演員不敢鬆懈，多月來積極投

入綵排，公演前一天所有台前幕後齊集進行總綵

排，過程順利而流暢，令一眾演員對演出更添信

心。陳寶珠及蔣文端感到既緊張又興奮，因為多

個月來的成果即將呈現於觀眾眼前。陳寶珠相信

結合傳統粵劇與現代的佈景、燈光、音樂、服

飾、化妝及演唱會製作元素打造的《紅樓夢》，

定必為觀眾帶來耳目一新及精彩的觀賞感受。

《紅樓夢》開鑼

陳寶珠緊張又興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  林欣
彤(Mag)昨日到文化中心為VTC30周年
籌款音樂會《貝多芬說生日快樂》綵
排。阿Mag表示屆時將與大師級、著名
指揮家石信之合作，壓力一定有，但
心情既緊張又期待。阿Mag與巨聲幫的
羅孝勇的緋聞傳個不停，近日有周刊

指二人同居，男方更充當柴可夫司機
接載女方出入？對此阿Mag照例否認，
但承認曾在羅孝勇家中過夜，她說：

「成班巨聲幫當 佢屋企係竇口，試過
玩通宵。」她又指緋聞男友是她及巨
聲幫的司機。

至於羅孝勇可有上過她屋企？阿Mag

承認他與巨聲幫都有，家人個個都鍾
意。問到公司及家人可准她與男友同
居？她有所保留說：「無話畀唔畀，
我覺得應同屋企人住，除非結 婚，我
唔鍾意同居。」她又稱沒有被公司問
話，自己又沒做錯事。她又稱就算拍拖
也沒想過跟公司講，結婚先至講。

林欣彤認在羅孝勇家過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文釗)

謝婷婷(見圖)昨日出網上時裝
精品店活動，她笑言是該店的
長期捧場客，由2005年開始已
網上購買該店的貨品。問到婷
婷是否購物狂，她笑道：「在
這一間店是吧，我還有推介給
其他朋友。」問她花費最多一
次的購物紀錄，婷婷坦白地稱
剛花了六位數字買新衫，但強
調閒時只會花五位數字左右。

日前有傳謝霆鋒搭上劉愷威
女友楊冪，婷婷聞言顯得一頭
霧水，更反問記者誰是楊冪。
她笑道：「聽到傳聞經常話女
仔很靚，我都會問他八卦一

。」對於霆鋒於金像獎落敗
最佳男配角，婷婷說：「當日他臨出門前我已祝他好
運，但我不覺得他會贏，有提名已經很好啦。」婷婷澄
清不是看淡哥哥的得獎機會，只是其他提名人機會均
等，況且盧海鵬得獎大家都很開心，相信哥哥也會替鵬
哥高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任
達華(見圖)與太太琦琦、薛芷倫等
前晚出席水晶品牌室內家居陳設系
列專門店活動，早前華哥遺失手
機，他表示仍未找到電話，呼籲持
有他電話的人，不要將他女兒的照
片放上網。華仔苦笑稱每次為女兒
拍照，都要求足十分鐘才行，因為
女兒都取笑他經常不見電話，讓他
十分內疚。華哥最不開心是失去了
女兒成長點滴的照片，若有人願意
交還手機，他不介意送上同系新款
手機和請他吃飯。

華哥早前與太太到韓國出席全智
賢的婚宴，華哥透露送贈水晶擺
設，可供對方放置飾品等，更表示
對方七月會來港度蜜月。對金像獎
賽果，劉青雲有雙提名但敗給劉德
華，華哥稱得獎要有天時地利人
和。琦琦就笑言劉德華的女兒腳頭
好，因她當年大肚時丈夫就得獎，
華哥笑道：「那就叫青雲快點有小
朋友，那就可以得獎了。黃貫中也
快有音樂獎，快點作新歌給小朋
友。」

全城熱話無 真人騷《盛女愛作
戰》，薛芷倫大讚節目對社會有貢
獻，因為港女的問題已存在很久，
提醒女士要努力去爭取，薛芷倫
說：「看後我都覺得自己要進步一
下，好像是外表，我不是指醫學美
容，是要隨時裝備自己就可，有自
信心行出來，還有知識水平，除了
外在美亦要知多點社會大事，才可
以跟男士有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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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

陳茵媺(Aimee)(圖右)和周家蔚
(圖左)昨日穿上tube dress裙出
席法國護膚品牌活動，不過

「谷胸」上陣的Aimee較有睇
頭，Aimee表示服裝是公司安
排，最重要是靚，家蔚覺得難
得二人一起出席活動，略作性
感也沒所謂。陳豪剛於本周一
度過生日，身為女友的Aimee
為男友製造驚喜，問到Aimee
如何幫男友慶祝，她甜笑說：

「唔話你知，總之好Sweet，準
備了驚喜給他。(你自己扮禮
物？)都無創意，(以前試過？)
咁又無。」Aimee故作神秘不願透露生日禮物是什麼，
她說：「我有親手整，係一個四方形禮物，其他便不
講，對方收到應該會喜歡，(有否送上生日Kiss？)唔話你
知，開心Sweet啦，不過當晚我都要開工，他就可以休
息。」

Aimee和家蔚在護膚方面各有心得，她們很喜歡按
摩，問到Aimee有否替陳豪按摩？她說：「我鍾意做
SPA，好少幫人按，等我考慮 先，通常女孩子喜歡按
摩多過男生。」家蔚透露老公洪天明不喜歡按摩，有時
她幫對方按二下，對方便不想再繼續下去，家蔚稱：

「可能天明驚我會累，不想我太辛苦，所以有時我請他
去按摩，(係咪要指定地方？)當然啦，去我慣常去的按
摩店，(女技師均是50歲以上？) 差不多啦，哈哈，她們
都是中醫針灸師，非常專業。」

陳茵媺
親製禮物賀陳豪

新光5．21重開梁振英主持開幕禮
香港文匯

報訊 (記者 焯

羚 李思穎) 盛世天

戲劇團創辦人李居明

今年2月18日成功以月

租100萬元向業主羅守輝承

租新光戲院4年（後來改為五年），改名「新光戲院大劇場」，

令新光起死回生造福粵劇迷。李居明耗資800萬讓「新光」經

過兩個月的活化裝修，已定於5月21日重新開幕，屆時邀得候

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擔任開幕嘉賓；還有政界、粵劇文

化界及社會賢達等出席。首演是由蓋鳴暉和吳美

英合演《俏孔明》。他們對新光重開難掩喜悅神

情，更有莫大鼓勵。

謝婷婷
唔知楊冪是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回復自由身的宣萱
(見圖左)，昨日首度現身亞視，聯同郭秀雲、錢景
峰為黎燕珊主持的節目錄影，宣萱相信無 不會如
此小器，把她「封殺」。宣萱形容昨天很特別，因
早上回無 為新劇《飛虎》配音，下午便現身亞視
做訪問，由於已跟無 沒有合約，所以今次到亞視
不需知會無 ，問她怕被無 「封殺」嗎？宣萱即
說：「無 沒有這麼小器，加上宣傳也是為新劇，
不是為自己。」首次踏入亞視的她，直言心情矛
盾，沒料到自已入行19年才踏出第一步，也想了解
一下出面的世界。有傳宣萱將會效力王維基的城市
電訊，她承認彼此有接觸過，覺得他們的方式不
錯，如像外國電視台，藝人可以亮相其他台的節
目，不過宣萱尚未落實去向，還想睇定一點再算。

她這陣子會主力返內地拍劇工作，至於會否回巢
無 ，宣萱表示不知道，主要視乎條件。回復單身

後的宣萱，仍未
有新戀情，問她
有否興趣參加藝
人版《盛女愛作
戰》?她笑說自己
是豐盛的「盛」，
仍有市場價值，
對自己有信心，
不會太心急，現
時也有追求者，
並非「剩」女，
問到追求者可有
學《盛女》導師
Santino的45度絕招望她？宣萱說：「咁又唔洗，咁
樣望人覺得有少少不尊重欠禮貌，我鍾意別人正面
望我，將來另一半要具備幽默感。」

現身亞視 宣萱不怕被無 「封殺」

李居明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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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眾演員陳寶珠、蔣文端與主辦機構及幕後

製作人員進行拜神儀式，祈求演出順利。
■寶玉哭靈—寶玉得知黛玉已死，悲慟莫

名，哭於黛玉靈前。

■李居明耗資800萬讓「新光」

經過兩個月的活化裝修，已定

於5月21日重新開幕。

■高志森掌舵的春天

劇團將成為新光的合

作夥伴。

■蓋鳴暉對新

光重開難掩喜

悅神情。

■和名指揮家石信之合作，林欣彤

(右)感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