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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國江 沒理網民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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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
TVB《勁歌金曲》昨日請來著名
填詞人鄭國江、夏韶聲做嘉賓，
大談古今的音樂環境和成功因
素。《衝上雲霄II》主題曲正是鄭
老師的作品，對於新歌被批老土
和過時，鄭老師並不介意，覺得
部分年輕人將積極、努力和負責
任等視為老土。鄭國江表示平時
少用電腦沒留意網民對《衝II》主
■鄭國江、夏韶聲大談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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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曲的看法，但他說：「現在有特
的音樂環境和成功因素。
的音樂環境和成功因素。
別的講法，部分年輕人將積極、向
上、努力、正面和負責任等視為老土，我不覺得是壞事，因為
大家價值觀不同。」鄭老師表示曾想過用《我要逆風飛》做歌
名，因他未收到歌曲旋律前已想好歌詞故事，可惜最後旋律不
合要放棄。對新歌被批評會否不快？鄭老師說：「不會，好
閒，每一件作品都不會得到所有人的認同，要講天時地利人
和，現在覺得不好，可能過一段時間經咀嚼後就好。」
曾任歌唱比賽《超級巨聲》評判的夏韶聲，未有留意由藝人參
與的新節目《星夢傳奇》
，只聽說過監製幾個月前要找評判。提
到巫啟賢在節目中狠批參賽藝員，他說：「他知不知是藝人？做
評判不用太狠去話人，不太需要，他們是藝人不是歌手，評太狠
是不是想出位？」夏韶聲稱他做評判時，多以好笑方式來給評
語，並說：「評藝人太狠是不需要，只是一個綜藝節目，會破壞
娛樂因素，hurt藝人也沒意思。」夏韶聲更笑言做評判的秘密，
就像外表全神聽歌，但其實在想如何用詞去給評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2013亞洲小姐競選》及《2013亞
洲先生競選》即將舉行，昨日一眾
亞男亞姐包括陳彥蓉、齊真晨、顏
子菲、黃集鋒、林睿、徐丁、涂諾
及周嘉莉乘坐遊艇於尖沙咀碼頭巡
遊宣傳，亞姐背心短褲，亞男則赤
裸上陣騷胸肌，吸引大批市民圍觀
及龍友拍照。顏子菲表示不感覺尷
尬，因選美時都經常要給傳媒拍
照，所以也習慣了。

2013年7月11日(星期四)

年亞軍顏子菲及12年亞軍齊真晨二人坐遊艇
坐到頭暈暈，顏子菲更加眼部不適要架上眼
鏡仍頂硬上，她指不覺得辛苦，因為亞姐是自己代
表的品牌一定要支持，她也有介紹男、女性朋友來
參加選美，不過她的朋友卻質疑她這麼漂亮才獲得
亞軍，自己一定比不上她，但只好回答朋友表示，
選亞姐除了外表，還要看個人魅力及其內在，不應
跟其他人比較，本身也要有一定的自信。而昨日她
是穿得最低胸性感的一位亞姐，現場卻有不少龍友
近距離拍攝，顏子菲並不感覺尷尬，因選美時都經
常要給傳媒拍照，所以也習慣了。問她有否做防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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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措施？她笑說：「胸大就要防走光，我自己不
是，希望有一日不用僣建時，我也可以走光。」

齊真晨坐遊艇頭暈暈
齊真晨是在長江邊長大，故很少看到海，昨日也是
她首次坐遊艇出海，感覺好新奇，不過風浪大令她
感到有點暈眩，但為2013亞姐宣傳也不覺辛苦，畢
竟這是她的責任和任務。今年她也有介紹一些大學
同學參加亞姐，同學們都有向她打聽參加的方法，
而她是讀藝術出身，也認識不少靚人，故會叫她們
參選亞姐。

■眾亞姐及亞男到尖沙咀海
傍進行遊艇巡遊宣傳，吸引
不少途人拍照。

文詠珊 愛與黎明飲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文詠珊
（Janice Man）與陳智燊昨日一同到上水出席活
動，活動之上擺放不少酒樽給嘉賓欣賞，
Janice坦言向來酒量也不好，從前是飲兩啖已
臉紅，現多了機會飲酒應酬，也稍為好了一
點。不過她也有醉酒經歷，試過酒後變得興奮
還在大叫，但她發覺飲酒真的能夠壯膽，因有
次試過拍戲飲些酒才演出，結果也有好效果。
問會否常與男友飲酒？Janice表示跟老闆黎明
飲酒較多，主要是老闆也喜歡飲酒，其實她身
邊不少朋友也飲酒，她才會對酒較有認識，她
還見過老闆黎明飲很昂貴的酒，年份比她還要
大哩。
另談及Janice被拍到與一位貌似韓星李準基
叫Edwin的男士約會，她不諱言彼此在了解當
中，只是她近來忙拍新戲，故也只是朋友見面
和吃飯的關係，要多作了解再講。但已傳出二

人是同居關係？Janice否認說：「沒有同居
呀！」Janice原來又不知李準基是誰，而對方
被偷拍好感無奈，她覺得這也沒辦法，更強調
彼此是普通約會吃飯。至於她的擇偶條件，是
講求感覺以及一
起要合得來。
陳智燊表示自
己飲完酒之後會
說話多多，但卻
仍有意識的，但
會否酒後亂性做
錯事？他笑言記
憶中沒有，因他
飲酒也是到酒吧
跟朋友聚會，從
來 也 不 會 在 夜 場 ■文詠珊（左）與陳智燊都
去結識朋友。
不是好酒之人。

■穿橙色背心的顏子菲十分
搶鏡。

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模特兒趙嘉懿(Carrie)昨
嘉 日帶同10名小朋友出席圓方活動，並與傢具魔術師
JUDSON攜手創作大型畫作，畫出趣怪得意的傢具，
懿 她表示 ：「好開心可以與小朋友一同創作，我都好
爆 想帶仔仔一齊來玩玩！我真的好喜歡小朋友，他們都
很天真活潑呢！」趙嘉懿表示三歲的兒子很有表演
兒 慾，所以暑假安排了他學唱歌跳舞和打鼓。趙嘉懿又
子 大爆兒子早前和張 芝拍完廣告，過程好開心。
■趙嘉懿與JUDSON
■趙嘉懿與JUD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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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細膽警察

王梓軒見血即暈

歌手王梓軒（Jonathan）近日在新片《迷離夜》中飾演警察，本
身已經怕鬼的他更要在墳場打爆先人骨灰龕，他坦言其實真係好
驚。任達華首做導演的《迷離夜》今日上畫，找來同是英皇電影的
王梓軒合作。片中梓軒飾演一名見血即暈的新紮師兄。問到梓軒華
哥做導演，在片場可有罵人?他說：「華哥
好嚴，但我從未見過他在片場發惡。話說我
在片中是新紮師兄，而華哥又是警察世家出
身，好多 都執到好正。接拍初時華哥本來
要求我把頭髮剷青，但因要拍MV改為戴
帽。華哥是一位好Nice的導演，又肯教人，
更會親身埋位試戲及講戲。如果佢覺得那個
鏡頭唔ok，會重拍。」
說到今次演出，王梓軒原以為有不少打鬥
場面，卻演一位細膽警察，既怕血又怕蟲
蟻。而片中一場撞車戲，令他印象難忘。
「那場戲一take過沒NG，要真撞車，車頭凹
陷，玻璃碎片周圍飛。那有一場是講我見到
恐怖 會暈，我暈倒在玻璃碎上，對手割損
流血。仲有一場是凌晨去墳場打爆先人骨灰
■王梓軒多謝任達華給 龕，雖然骨灰龕係假，但拍的時時候真係好
驚。」 ■文、攝：植植 場地：My Garden
予機會拍電影。

家輝 自創音樂 療法驅鬼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馬翠
媚）梁家輝和陳慧琳（Kelly）聯手
演出的靈異片《迷離夜》
，將於今日
上映。已多年未接拍鬼片的家輝表
示，由於今次的角色非常討好，才
一口答應演出：「我飾演的風水師
有點騎呢，又自創奇奇怪怪的音樂
療法，聲稱能減低負離子、增加正
■梁家輝和陳慧琳（右）聯手演出
能量，對催吉避凶甚有幫助。所以
的靈異片《迷離夜》
。
在電影中，我的花名叫CD大師！」
而對手Kelly亦大爆劇情非但不恐怖，她更將會聯同家輝以連體嬰姿
態合作驅鬼，最後卻意外發現一段感人的故事，劇情峰迴路轉。Kelly
憶述自己在劇中飾演水晶占卜師，雖毫無驅鬼經驗，卻要臨危受命前
往驅鬼：「我和家輝去到門口，又要驚又要頂硬上，貼 大門偷聽屋
內動靜！後來隻鬼開始說話，我們嚇到好像連體嬰一樣縮埋一邊，互
相壯膽先敢衝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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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喜「閱」指數上升

除「Asia's Icon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獎項外，信和置業早前於企業管治雜誌
《亞洲企業管治》主辦之「第3屆亞洲卓越
大獎」中，獲頒「亞洲最佳CFO（投資者
關係）
」
、「最佳環保責任」及「最佳企業
社會責任」3項殊榮。

3.2%大幅上升超過一倍。由此可見，閱讀電子書漸成
趨勢。
出席「新地喜『閱』指數2013」研究結果發布會的嘉
賓包括新地執行董事兼副董事總經理黃植榮、支持機構
香港貿易發展局展覽市場拓展總監尹淑貞、香港中文大
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沈旭暉，以及圓思執行總監黃培

黃植榮續稱：「報告亦提及受訪者對香港閱讀風氣的
評價，與商界可以協助推廣閱讀風氣的同意程度成正
比，間接肯定新地多年來透過『新地開心閱讀』計劃推
動閱讀文化的方向；我們將會繼續善用資源和網絡，舉
辦多元化的閱讀推廣活動，希望港人能藉 閱讀，開拓
知識領域，享受閱讀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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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閱讀電子書人數增逾倍
置
新鴻基地產（新地）
■新地執行董事兼
膺
副董事總經理黃植
委 託 智 庫 組 織
榮(中)、支持機構
﹁
Roundtable之網絡成員
貿發局展覽市場拓
亞 ■信和置業聯席董事李蕙蘭代表接受獎項 圓思顧問有限公司（圓
展總監尹淑貞(右
思），連續第二年進行
二)、中大社會科學
洲 信和置業有限公司（股票代號：0083） 「新地喜『閱』指數」
院副教授沈旭暉(左
於企業管治雜誌《亞洲企業管治》
企 （Corporate
問卷調查，以分析香港
二)，以及圓思執行
Governance Asia）主辦之「第9
一般市民的閱讀習慣、
業 屆亞洲企業管治年度嘉許大獎－最佳企業
總監黃培烽(左一)
對閱讀的觀感，以及探
於「新地喜『閱』
s Icon on Corporate
管 管治」中，獲頒「Asia’
Governance」之殊榮。
指數2013」研究結
討整體閱讀風氣。
治 集團持續致力發展企業管治、投資者關
果發布會上合照。
係、卓越服務、企業社會責任、商業操守、
嘉 環保責任和財務表現的努力備受肯定。
查於2013年5月6至22日進行，以隨機抽樣方式透 烽。各嘉賓從多角度分析研究結果。
信和置業有限公司聯席董事李蕙蘭表
調 過電話訪問共1,000名15歲或以上的本港居民。研 新地執行董事兼副董事總經理黃植榮表示：「我們喜
許 示：「我們非常榮幸能夠獲獎。集團秉承
究得出「我的喜『閱』指數」為5.1，較2012年的結果 見『新地喜「閱」指數2013』研究結果顯示，香港人對
﹂ 良好企業公民的精神，將繼續努力在企業 （4.81）為高。
閱讀的喜愛程度日漸上升，閱讀書本的時數及數量亦有
管治、優質服務、環保及企業社會責任等
另外，有閱讀習慣的受訪者中，表示只閱讀印刷書 所增長。新地去年推出閱讀風氣調查，正是希望引起香
大 方面爭取更佳表現，為持份者帶來更大的 的仍佔多數（61.2%）
，但較去年的比例（71.7%）為 港社會對閱讀風氣的關注，以及提升港人對閱讀的興
獎 價值。」
低；而表示只閱讀電子書的則佔7.1%，較2012年的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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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及海外領先高端手錶製造及分銷
商，中國海澱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
0256）
，宣佈獲得由瑞士商會頒發的「2013
年度最佳收購」獎。
7月6日晚，由瑞士商會主辦的「2013瑞
士商業大獎」頒獎盛典暨晚宴在北京君悅
大酒店隆重舉行。瑞士聯邦委員會委員兼
經濟部長施耐德．阿曼、瑞士駐華大使杜
哲巍、瑞士商會主席趙彼得等超過300位中
瑞商政要員出席了此次盛會。此項活動是
施耐德．阿曼部長來華簽署中瑞自貿協定
的行程安排之一。頒獎典禮上，中國海澱
董事局主席韓國龍代表集團接受「2013年
度最佳交易特殊業績」獎牌。
今年4月25日，在2013瑞士巴塞爾國際珠
寶鐘錶展上，中國海澱宣佈斥資 8,600萬瑞
士法郎（約近6億元人民幣）收購瑞士頂級
鐘錶品牌昆侖（Corum）表100%股權。這
是迄今為止中國在瑞士鐘錶行業的最大一
筆收購。此次全球頂尖品牌昆侖表的加
入，進一步提升了中國海澱集團在中、外
腕錶行業的地位，也為獲得該項殊榮奠定
了基礎。
韓國龍表示，該獎項是對集團業務發展
的鼓勵與肯定。集團致力於專注發展鐘錶
行業。收購的進行將進一步鞏固集團在鐘
錶行業中的領先地位，集團亦將深化多元
化發展模式，將品牌拓展至多層面，向國
際化品牌的方向大步邁進，持續為民族鐘
錶產業的繁榮貢獻力量。
中國瑞士商會主席趙彼得表示，希望該
獎項能建立起長效機制，為瑞中企業搭建
交流平台，激勵企業銳意創新，促進中瑞
經貿合作穩步向前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