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凡
文) 張震（見圖）昨日到
會展出席座談會，為電
影《一代宗師》擔任代
表。有傳將在本月27號
上映的《一代宗師》仍
未完成後期剪接工序，
張震也坦言：「這是後
期製作部分，確實令大
家 急，因為自己都想
看看。」但張震表示亦
明 白 王 家 衛 的 工 作 方
式。談他可擔心自己努
力演出的片段在趕急混
亂 中 被 剪 去 ， 張 震 笑
言：「不怕，我已有心
理準備，拍他的電影，
時間上早有準備不能接
拍其他戲。」那會否寧
願該新片遲點上演，讓

剪接有更多時間？張震稱：「與
我無關，都不是我的工作。」
另外，有傳該片仍要演員埋位補

拍，張震透露他的戲份已拍完，
但如仍需埋位拍攝，都會回去，
他們能隨時準備拍攝，雖然要保
持造型，但去年也有接拍其他電
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任賢齊（圖

左）與謝安琪（Kay）昨日出席慈善單車活動
記者會，二人穿上單車服踏單車進場。小齊
與Kay去年已有支持活動，今年打算購入親子
協力單車，可以與家中小朋友一同參與善
事。剛完成台灣演唱會的小齊，笑言暫可鬆
一口氣，因為之前一直緊張演唱會，令他常
記錯歌詞。問到會否帶子女參加，小齊說：

「都希望帶，不過子女單車技巧不好，自己又
沒時間教，打算請教練回來教他們。」小齊

又指台灣有一款親子單車，可讓家長與子女
協力踏單車，但在香港就沒見過此款車。不
過，小齊就指香港踏單車配套不足，就算有
單車徑也很窄容易撞倒。小齊又自爆踏單車
瘀事，他說：「因為台灣隧道可以踏單車，
在香港有次我想過紅隧，結果要自己抬車
走。」謝安琪就表示兒子懂得踏單車，加上
洪金寶曾送單車給他，令他坐上單車時也分
外有型。Kay從小齊口中得知有親子車，也考
慮買入一部，但就要預先練習一下。

香港文匯報訊 甄子丹與黃聖依主
演的電影《冰封俠3D》昨日於中環舉
行開鏡拜神儀式，王寶強、莊思敏、
冼色麗及雨僑等演員亦有出席。該片
耗資2億元拍攝，並以3D武術作為賣
點，更會在本港著名地標青馬大橋現
場實景拍攝，亦可能會破例封橋拍
攝，身兼導演及男主角的子丹說：

「香港電影從未試過封上青馬大橋拍
攝，若未能實景拍攝，我們一定要搭
出另一模型橋來取景。」他又大讚對
手王寶強的功夫，比現場所有武術指
導還要強，而王寶強亦回敬指很欣賞
子丹的演技及武功。

至於與子丹戲中飾演一對的黃聖依
笑言，為了更能入戲，私下會先了解
對手，發覺子丹性格隨和但又有英雄
主義，有音樂細胞懂得彈琴，武功又
了得，生活中自己也會喜歡這類型的

男生。
另外，談到子丹日前專誠飛到台灣

為任賢齊個唱擔任嘉賓，他更彈琴逼

小齊向女友Tina承諾會補辦婚宴，對
此，子丹認為自己做了件好事，又指
小齊很大方並沒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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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子丹盛讚王寶強好功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王馨平前晚
重踏舞台假九展舉行演唱會，馨平的老公早
已到場打點，還有舅父曾江、舅母焦姣、好
友黎瑞恩、周慧敏等，至於馨平的舊愛鄭嘉
穎便送上花藍放在當眼位置，禮到人不到。

再踏上舞台的王馨平顯得特別感觸，多次
忍不住落淚，她一口氣唱出多首金曲後，甫
開口說話便開始哽咽，台下的小恩子立即大
叫：「不要哭！」馨平更重新演繹陳百強、
王菲、陳奕迅歌曲，其中唱出《單車》送給
爸爸王羽。周慧敏上台合唱卡通片《美少女
戰士》主題曲，二位「中女美戰士」做出美
少女變身的動作。

王馨平感觸說：「我自細父母（王羽及林
翠）離婚，爸爸是好嚴同舊派，這令我更反
叛，我唔係大家眼中乖女，會主動打給男
仔，爸爸想我做醫生律師，唔好做記者，但
偏偏我去讀新聞系。」現場有人大叫「拍
拖」，應該是指王羽當年「棒打鴛鴦」拆散
她跟鄭嘉穎的一段情，她避談說：「今日不
打算講拍拖，爸爸由細到大都唔想我們三姊
妹嫁，唔想我們拍拖，陪在佢身邊。」其後
講到爸爸王羽去年突然中風一事，王馨平又
忍不住痛哭起來。

王馨平開騷搵周慧敏撐場236萬觀眾睇梁烈唯點死
《大太監》《名媛望族》吸金百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杜汶澤(阿
澤)明年2月22日至24日假會展舉行三場個人
棟篤笑《 啦騷》，昨日他穿上底衫、頸掛
汗巾、腳踏白布鞋、手戴金錶及腰間插了一
碌蔗，他形容這身是「果欄蔗王」造型，笑
言自己一世靠借。司儀問到阿澤為何會做
talk show？ 阿澤竟不怕得罪公司笑說：「簽
得英皇乜都要做，唔使去英皇駿景(酒店)都

偷笑，等我仲洗定個八月十五諗住有
得去。」

經歷過高低起跌的阿澤，又安排了
四位以學生妹、侍應、兔女郎及比堅
尼性感造型的靚女，代表他過去在學
校、餐廳、賭場及片場的生涯。阿澤
在台上又自爆當侍應時曾帶過當時還
未認識的吳君如上廁所，他笑道：

「當時君如連屙尿都咁乞人憎。」台
上阿澤被問到屆時可會爆料？他笑指
哪有棟篤笑唔爆料，又直言會爆身邊
朋友，例如君如及鄭中基料，並笑
說：「收得$480，對唔住朋友都唔會

對唔住觀眾，因朋友可以再識過。」
到影大合照時，阿澤初時只搭住四位靚女

影相，經理人Mani就叫四位靚女真的錫落阿
澤臉上，阿澤聞言就再寸Mani說：「人家不
是簽你們的，你估係詩雅，叫佢做咩都
做。」Mani表示阿澤為了這次talk show而推
了兩部片約，損失了七位數，因他手上已有
四部片約。

杜汶澤棟篤笑爆好友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關淑怡
(Shirley)（見圖）早前在網上留言有「輕生」
念頭，事隔一陣子後，Shirley心情似乎已回
復過來，現正全面為明年2月2至3日假紅館舉
行演唱會進行備戰狀態。昨日Shirley一身金
色閃爆性感打扮出席個唱記者會，見她狀態
不俗，更邀來昔日寶麗金時代前輩譚詠麟和
周慧敏前來撐場。

活動上Shirley精神不錯，兼且滔滔不絕，
多番重複自己不會失場、失蹤，又不介意提
起曾志偉是其子之父的傳聞，Shirley在台上
說：「有些人經常話我懶，話我失場、失
蹤，我會告訴大家點先係專業歌手，我不只
在youtube唱歌。」當司儀介紹有特別嘉賓出

場時，Shirley喊驚大嚷：「唔好話畀我知係
曾志偉。」現身的阿倫搞笑說：「志偉這排
飲醉酒便拿出你(Shirley)個仔的相片，問人似
唔似佢。」Shirley即說：「我有同個仔講，
記者朋友話佢似志偉，囝囝說shut up。」 以
兩邊剷短的新髮型到來的阿倫說：「這個髮
型是有寓意，叫你重新做人，重新踏上娛樂
圈迎接2013年。大會話送東西給你，我會送
你一巴掌，唔係打醒你，之前你在網上發生
一些事情(留言自殺)，我好嬲好 ，今時今
日仲無聽你電話，係我條氣未順，要令咁多
關心你的人擔心，呢點覺得要打。」最後阿
倫以「give me five」作罷。

Shirley接受傳媒訪問，問她是否害怕志偉
突然現身記者會，她輕鬆說：「唔驚，佢驚
過我，佢係我uncle睇住我出道，很疼錫我。
對於志偉是我囝囝爸爸的傳聞便得啖笑，有
次賑災活動，我特地帶囝囝來見其偶像成
龍，期間囝囝都有見過志偉，有時他在熒幕
上都認得曾老爺，我告訴志偉是父親的傳
聞，囝囝反應是『oh no』，但我同囝囝講這
個人很好，父親之說不是事實，囝囝已經10
歲，懂得分辨事情。」

關淑怡曾帶愛子見志偉

■王馨平與周慧敏二位「中女美戰士」做出

美少女變身的動作。

■四位靚女錫落杜汶澤臉上。

■甄子丹與黃聖依等主演的電影

《冰封俠3D》舉行開鏡拜神儀式。

■林建明熊抱及亂

摸，弄得學友一臉

尷尬。

■廖偉雄擔任尾場嘉賓。

■閉幕時，大家推出蛋糕為本月21日踏

入71歲生日的盧海鵬及1月生日的戚美

珍和金剛慶祝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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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前來捧場的圈中人有洪金寶與太太
高麗虹、馬德鐘夫婦、吳國敬、許亦

妮、朱晨麗、關菊英、雷安娜及呂珊等。盧
海鵬和沙姐林建明出場時，大玩撞頭弄得咪
高鋒失靈，工作人員即時幫鵬哥換過另一支
咪，經驗豐富的鵬哥沒受絲毫影響，索性把
咪插到褲襠大跳《江南Style》，引來全場笑
聲。

鵬哥71歲壽辰撞正「末日」
歌神張學友出場掀起高潮，他high爆唱出

《頭髮亂了》，沙姐大讚說：「歌神呀，跳舞
好叻。」繼而沙姐從後熊抱學友，亂摸學友
又脫他的西裝，弄得學友一臉尷尬，學友搞
笑說：「有人點唱，我要返入去。」

吳君如戴上橙色假髮，身上掛上黃色羽毛
以《金雞》造型獻唱《金雞沖涼歌》，又趁
機為老公的電影《血滴子》宣傳。而三哥苗

僑偉亦跟太太戚美珍同台演出兼抱抱，場
面溫馨。

閉幕時，大家推出蛋糕為本月21日踏入
71歲生日的盧海鵬及1月生日的戚美珍和

金剛慶祝生日，鵬哥更獲志偉補頒亞太影展
「最佳男配角」，眼濕濕的盧海鵬強調年紀大
有「眼膠」，又指拿了這個獎是衝出亞洲。
有說這是遲來的獎項，鵬哥表示不可說是遲
是早，總之今晚會慶功，這個獎會放在屋企
門口的當眼處。提到他生日當天傳是世界末
日？鵬哥笑言：「希望可幫大家旺一旺，我
當日可以望到這個獎。」

志偉聞黃浩收口讚好
另外，對於黃浩承諾收口，志偉謂：「咁

咪好，件事應該有個句號，事件原本好細，
愈搞愈大，搞了好耐，始終炒作太耐，娛樂
圈還是少一點是非好，應該多些正面新聞。
香港以前好多正面藝人消息，現時太多負面
新聞，藝人剛入行已經嚇親，這對藝人不是
太好，偶像是要栽培，給一些正面訊息給年
輕人看。」

小齊踏單車過紅隧被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無 台
慶劇《大太監》前晚播出兩小時大結
局，眾演員黎耀祥（見圖）、米雪、陳
茵媺、黃浩然、胡定欣、梁烈唯等穿起
戲服，到商場與約二百名觀眾一同收
看，順道把握機會為頒獎禮進行拉票。
外事部副總監曾醒明表示《大太監》前
晚平均收視35點，最高收視37點（約236
萬觀眾)，是皇帝梁烈唯將死一刻，劇集
收視全年排第二名。但因為MyTV中收
看在另一個結果，不排除收視會超越現
在排第一的《護花危情》全年收視。

胡定欣就表示自己離世的結局最喜
歡，定欣說：「無論哪個版本都好，不
過慘死那幕真的很震撼，我會好感動但
不會亂喊，不想弄花化妝。」皇帝梁烈
唯劇中同樣因病長滿毒瘡而死，他更將
自己流出來的鼻涕吞下，令現場驚訝不

已。他坦言吃鼻涕是真的，拍攝當日他
正患病、立遺詔及病死的場面讓他保持
傷心的情緒，就算再看都想落淚，但在
大庭廣眾下就會死忍。唯唯感謝米雪、
祥仔帶他入戲，單是這一幕已拍足五次
取不同角度，問到會否抽離不到角色，
他笑言都不想抽離，因為身邊的人都開
始改口叫他皇上。米雪也謂看到梁烈唯
離世時都有眼濕濕，問到會否開拍續
集，米雪笑道：「那要拍到70集？其實
現在是濃縮版，我聽有觀眾問點解李連
英、慈禧性格咁好，是因為只寫到中
年，就像你讀小學都不知自己變成怎
樣，慈禧現在就是累積威嚴同信心，所
以給人感覺好專橫。」此外，無 外事
部副總監曾醒明透露，兩套台慶劇《大
太監》和《名媛望族》的大結局已為公
司帶來七位數字的收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

《蝦仔嗲 II》前晚在九展舉行壓

軸一晚演出，邀得張學友、吳君

如、廖偉雄擔任尾場嘉賓，飾演

大白鯊的林建明繼續施展「擒拿

手」，縱使天王學友也不放過，弄

得學友差點要避入後台。同時盧

海鵬獲曾志偉補頒亞太影展「最

佳男配角」時，一度感動得眼濕

濕見「眼膠」。

■盧海鵬獲志偉補頒亞太影展「最佳男配角」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