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日

前陳百祥（阿叻）表示TVB台慶

得番兩﹑三點收視，他就由將軍

澳跪返屋企。連好友曾志偉都笑他

玩大 ，昨日阿叻於中環出席活動時

回應「唔大就唔係我」，又呼籲想香港好的

人，鍾意正能量的人台慶夜開開心心睇電視。

講到有網民開專頁針對熄電視同他本人，他用魯迅名句

壯志，橫眉冷對網民針對，痛心整個社會的氣氛掉轉晒，做得成功的企業要受咁多人攻擊。阿叻

更點名斥《蘋果日報》趕走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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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百祥、秀姑、黎芷珊、連詩雅及莊思敏等出席首
飾店dearbell開幕活動，阿叻表示來鼓勵青年人創

業，支持正能量。

呼籲開開心心睇電視

被問到好友志偉笑言他的台慶兩點論玩大 ，阿叻
說：「唔大就唔係我，網民叫熄電視，我就呼籲大家開
電視，如果大家鍾意正能量，鍾意睇娛樂開心的事，就
唔該開電視機。」

阿叻語重心長地說：「香港是福地，只要大家開開心
心，正能量就回來，想開心呢，台慶就開電視，睇下個
收視上定落。」他繼說：「我唔信台慶收視得返2、3
點，如果2、3點我就當然不信，如果係，唔止跪返去，
死 去。(玩得再大點？)再大點，橫掂都係啦，唔死都
冇用啦，表演得2、3點。」

前晚阿叻在一個活動上同王維基同場，問他有沒有同
維基打招呼，阿叻就笑言：「我時運高，咩都見唔到，
只見到正能量的東西。」

日日望周邊的人發達

講到有網民開專頁針對熄電視同他本人，阿叻直斥網
民日日得閒無事叫人去示威或者熄機，覺得香港人怨氣
重。他稱自己是娛樂人，不想涉及政治，只是鍾意大家
多點正能量。

他又直指：「有的網民日日得閒無事去示威或者叫人
熄機，我就 相反，日日叫人開電視。淨係你講得
呀？我唔講得呀？我唔可以講正能量事？一定要跟你講
負能量事？日日望人仆×？我就日日望周邊的人發
達。」

網民號召800個收視用戶熄電視？「試 囉，今日望
你們幫忙囉，正能量的報紙就寫，開開心心睇電視當送
飯，支持我開電視，睇佢叫到人熄機定開機。 800人
傻的？網民叫佢就做？網民日日都話推翻政府，日日都
話特首唔好，咁咪日日都要落台？如果個網係咁有力，
他們得 ，你估他們是馬雲呀馬化騰呀？（網民針對你
個人？）仲好，睇下你針唔針對到囉，我唔係好識中
文，我淨係記得魯迅話:『橫眉冷對千夫指』...但我唔知

點解呢句...！」

2015大家可以公平投牌

阿叻稱TVB都不想一台獨大，都不介意有對手，都想
多些人競爭。叻哥說：「TVB都想有對手，佢夠想多點
人競爭，成個Group都大點，現在不是TVB叫政府唔發
牌畀人，佢(TVB)歡迎發牌，只要大家公平競爭，其實
可以推到2015大家投牌，這件事係好公開的，我們想香
港好，全部正能量，你們就望香港仆×。你睇人家新加
坡，唔好理和唔和諧，人 每日 度升值，人 個個有
屋住，個個有飯開，你們日日望個個冇飯開，我都未見
過，做得叻和好的行業(指TVB)係受咁多人攻擊，完全
將個社會的氣氛掉轉晒。」

「蘋果」最叻趕走正能量

愈講愈嬲的阿叻更直斥《蘋果日報》最叻趕走正能
量，邊個Artist(藝人)好，《蘋果》就唱
衰他們，想他們不好留在香港，趕
走成龍呀、張曼玉呀。阿叻很生氣
道：「 家想趕我呀？趕我唔絕
的，我最慘上無高堂下無子女，收視
我都未驚過。你咪熄 佢囉，如果你
熄到2點咪死 佢囉。（網民
話集合力量對付你？）集合
就得？理佢 街啦，關我
咩事，我的本份只係叫
人開開心心睇我表演，
他們（網民）能夠做
到乜咪做囉。(網民
搵返你之前在內地
畀人告非法集資的負
面消息出來？)，咁我
做 傻仔，我沒說自己
好聰明，做生意有蝕有
賺，我25歲都破產啦，何況50
歲投資錯誤有咩特別？次次賺
我就係李嘉誠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僖）盛世天劇團與春天舞台劇聯
手，為香港戲迷帶來張愛玲經典作品《金鎖記》，該劇計劃於
明年一月在新光戲院上演。《金鎖記》在內地已多次上演且
深受內地觀眾歡迎，重演《金鎖記》，導演啟用了原班人馬和
原始劇本嘗試令《金鎖記》「紅」返香港。

基於日本政府希望《蝶海情僧》可以明年9月於大阪公演，
所以乘 排《金鎖記》的機會，李居明就同高志森導演二人
商量 要將《蝶海情僧》拍成戲曲電影。李大師向記者透
露，他們目前已與甄子丹接洽，希望他能出演。一旦事情敲
定，新光戲院就會與春天舞台劇成立電影公司，立即開拍電
影。而高志森導演坦言，將《蝶海情僧》變成電影版對他自
身而言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但將粵劇電影化也是大勢所
趨，所以他會全力以赴。希望《蝶海情僧》可以像吳宇森當
年拍的《帝女花》一樣成功，能在全國的大大細細的屏幕上
放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吳文釗）徐子珊、岑
麗香、朱千雪、黃心穎及李亞男，昨晚在電視城為台慶
綵排跳舞環節，屆時子珊還要用威 被吊高。

子珊對於有網民發起台慶當晚熄電視，她說：「最好
唔好啦，我覺得好無奈，我近排趕劇，好辛苦才抽到時
間出來綵排，都係想表演畀大家睇，觀眾睇唔睇我控制
唔到。」問到她的表演有何賣點？她表示當晚她與林
會分成男女子隊，帶領一班年青藝員跳舞，屆時還會有
視覺效果。問到舞衣會否很性感？子珊自嘲說：「自己
好難性感，（會有倒奶？）唔會啦，如果係咁， 人更
加會熄電視，我怕畀人投訴，我同阿 都好忙，好少時
間綵排，所以安全至上。」

問岑麗香可擔心當晚無觀眾睇？她則說：「排舞係一
種開心，自己無跳舞天分，想好 ，自己有進步，不過
自己唔使吊威 」。再問到可擔心台慶收視？她尷尬表

示不知如何回應。
朱千雪則表示不擔心台慶收視，因台慶是個大型節

目，一定會有人收看。黃心穎亦同樣不怕無人睇電視，
相信支持他們的人總會開電視，還有可以上my TV重
溫，她又指一班女仔排得好辛苦，希望大家畀面。

積極為台慶排舞 子珊怕「倒奶」趕客

香港文

匯 報 訊

（記者 李

思穎）莫文
蔚（Karen）、

趙學而、徐濠縈昨日出席髮型騷匯
演活動，阿徐以活動屬私人性質為
由，拒絕接受訪問和拍照，反觀其

他二人便大方讓傳媒影相。Karen剛
從上海完成入行20周年的巡唱返
港，特地燙上一頭復古曲髮到場，
她表示跟髮型師相識20載，特地前
來撐場，即晚又趕往北京為稍後在
當地及重慶兩站巡迴個唱宣傳，認
真風塵僕僕。接 Karen再到台灣和
其他地方演出，要忙到明年中，問

到老公沒有投訴嗎？Karen謂：「早
前的上海站，老公都有來捧場，只
要有時間他都會去其他站支持。」
忙得不可開交的Karen，豈非沒有時
間造人？Karen坦言沒有生BB打
算，也不會考慮收養，因跟老公中
間分開過很多年，打後日子要爭取
兩個人一起的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

何超儀與鄭俊弘
（Fred）昨日到銅
鑼灣出席時裝活
動，活動更吸引
不少圈中潮人前
往 捧 場 ， 熊 黛
林、琦琦、葉佩
雯、范姜，甚至

嘉賓名單上沒有的徐子淇亦閃電現
身，戴上墨鏡的她在保鏢圍下到場湊
熱鬧，之後從秘道離開。

熊黛林（Lynn）昨日素顏現身，她
表示昨日是經理人阿Kim生日，晚上
會一起食飯慶祝，並會送上小禮物。
問到經理人的生日願望是否想她有拖
拍？阿Lynn自爆有裙下之臣，當中還
質素很高，有幾個正在挑選中。提到
舊愛郭富城在澳門參加賽車時發生意
外，阿Lynn表示有看新聞知道消息，
但大家已很久沒聯絡了。
此外，王喜最近協助一間餐廳發起

「努力學生餐」活動，任何學生只要3
個月內，手持有100分或達A級的試卷
到該餐應，就可獲得一份學生餐，阿
喜的好友陳志雲、何基佑及梁泰來都
有出席撐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李麗珍、李若彤、葉
蘊儀與張慧儀等《女人俱樂部》演員前晚參與錄影《超
級無敵獎門人終極篇》，與張致恆的「猛男隊」及劇中
她們年輕版的「少女組」作賽，李麗珍坦言已有16年沒
上獎門人節目，表示遊戲比以往輕鬆得多，可能獎門人
曾志偉愛錫她們一班中女演員。一眾昔日女神挑戰「超

級無敵燈燈燈」環節時都毫不錫身趴地，江欣燕落力
扮豪放女外，又趴地舉高雙腳，李麗珍亦不顧儀態
趴地。反而「小龍女」李若彤與性感女神張慧儀就
十分保守錫身。「少女組」隊員就玩得痛快，眾人
挑戰縮骨功甫士時，陳瀅和吳燕菁大擺一字馬，吳
嘉熙更將雙腳放在頭上，技驚四座。

錄影節目前，李麗珍表示上次參與獎門人節目已是
16年前的事，當時她尚未結婚生女，並說：「那時的
遊戲很激，可能現在就番我們的年紀，輕鬆些。」珍妹
坦言《女人俱樂部》完工後，10日內已肥了4磅，她
說：「拍劇比預期中辛苦，以為多些人會輕鬆些，都試
過有一、兩日要拍通宵到吃早餐。」雖然拍劇辛苦，但
珍妹又不捨得劇中一班好姊妹，問她會否再受曾志偉邀
請拍劇時，她坦言仍未拿定主意，主要是角色能否吸引
到她。

忙為TVB台慶夜物色戰衣

阿佘：大家不要熄電視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劉嘉玲、佘詩曼、黎耀祥、徐小

鳳、陳豪、張家輝、陳百祥和秀姑、艾威等前晚出席晚宴活動，性感
現身女星有薛芷倫、李玟，同場尚有香港電視的王維基，TVB助理總
經理區偉林、樂易玲，他們均匆匆入場，未有接受傳媒訪問。

阿佘正為台慶夜物色戰衣，說到TVB靚女雲集，問她當晚如何突圍
而出？阿佘謙稱：「無 向來靚女多，但沒想過要突圍，我向
來都不大性感，大家不要抱有期望。」提到陳百祥揚言台慶夜
收視得兩點便跪地返家的言論，阿佘笑笑口說：「不覺得收視

會有大影響，我兩年無出席台慶，大家不要熄電視啦，希望觀眾
見到我。」

自由社會自行決定

黎耀祥將會在台慶夜表演魔術，雖然日子漸近，他仍未
有時間練習。說到阿叻指台慶收視兩點的話，便跪返
家，祥仔謂：「點會得兩、三點，零頭都唔止兩、三點
啦，阿叻只是戲言，大家無須太認真，（會否為熄電視
不快？）也沒所謂，這是一種態度，不會全部人都熄電
視，香港是自由社會，大家用不同表達方式。」

心情大好的劉嘉玲透露身在上海的媽咪和弟弟剛生
日，但無暇親赴上海為他們慶祝，問到她早前有意在上

海購買的億元豪宅進展如何？嘉玲透露：「處理中，如果
有資格便會買下來，（你買得起綽綽有餘？）唔係，要

呢度借，個度借，（老公梁朝偉想買樓嗎？）我會叫佢買，佢
都有興趣，（偉仔出錢，寫你個名？）我從沒這要求，但不抗
拒。」

忙於工作的嘉玲，這個聖誕留港度過，她透露：「忙埋今年，
明年要調節生活節奏，現時也有生意在斟洽中，詳情未能透露，

（這豈非更忙？）做生意是另一種忙，沒有辦法，都會調節一
下，（老公投訴？）唔會，（偉仔比較懶？）唔係好懶，他是另
一種生活態度，我不會干涉，又唔係問我借問我 。」

李居明邀甄子丹拍《蝶海情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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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嘉玲不干涉偉

仔的生活態度。

■莊思敏坦言不

明發牌一事為何

會針對TVB，自己台慶

當日已經約好朋友一起

吃飯看台慶節目。

再玩《獎門人》李麗珍不顧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