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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 張敬軒為昨晚舉行
「2013年TVB8金曲榜頒獎
典禮」首次擔任司儀，軒仔、
鍾欣潼（阿嬌）、林欣彤、許

廷鏗等先為節目拜神，軒仔表示因初次做頒
獎禮司儀，心情緊張，幸跟契姐胡蓓蔚拍
檔，可以放心過來！他又笑言：「無獎拿，
所以做主持，到時可以整蠱相熟的歌手。」
軒仔有感而發說：「其實都有些唏噓，

以前我做新人時，二邊都坐滿人，今年外
地歌手參與佔多，香港歌手似是忽略了國
語歌。」軒仔笑指跟無綫簽歌手合約以
來，首次賺到出騷錢，「以往合約歌手只
是一封利是，現在是個好開始，希望長做
長有。」
對於謝霆鋒和文詠珊拍拖的消息，阿嬌反

問：「真定假？沒有八卦這些事，我跟霆鋒
不熟，也沒他電話，可能他是單身，是女仔
都可以傳啦，若然是真才會恭喜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商台舉辦
黑暗中對話體驗活動，安排四男四女在黑暗
中約會，昨日記者會上，主持余迪偉及Ｄ
onald安排小儀蒙上紙袋，特別嘉賓趙勁皓
(阿Ｋing)扮其男友送上蛋糕餵吃，周柏豪則
穿禮服拿花束戒指扮求婚，小儀在黑暗中用
手在兩位猛男身上四處游走，到揭開紙袋時
又攬到實誓死不放，場面搞笑。問柏豪會否
也想試這樣不見樣的約會？他表示也可以一
試，或者緣分由此而生，即使可能見到對方
樣子時不似幻想般，相信也不會影響之前的
印象，像以前的人也交筆友甚至盲婚啞嫁，
也一樣有真愛。
小儀笑言這次一次過有兩位猛男大獻殷

勤實是賺了，不過之前柏豪在萬聖節已

嚇過她一次，
今次沒想到一
開眼就見他情
深款款望自
己，當時真的
好想吻下去。
柏豪笑指要是
小儀吻下來也
不會躲開，小儀笑說：「這又不好，這會
對不起阿Ｋing的！」小儀坦言阿Ｋing是好
男友類型又會好刺激，阿Ｋing聞言笑說：
「我不刺激，我好冷靜。」至於柏豪小儀
覺得算是好老公型，但他太靚仔，欠缺安
全感，柏豪自辯也會想找個賢良淑德、持
家有道的老婆。

小儀被兩猛男獻殷勤

■小儀笑言一次過有兩位
猛男大獻殷勤是賺了。

李居明直言新光放電影成績普通，都是需要做傳統戲
曲或者舞台劇為主，他宣布明年將有多個不同風格

的文化藝術表演項目，當中有九齣由李居明大師編撰之劇
目包括︰由蓋鳴暉、米雪、吳美英主演的《花海紅樓》、
由衛峻暉、陳詠儀、謝曉瑩主演的《二郎傳說》、由黎俊
聲主演的《情話蘇東坡》、由吳仟峰、尹飛燕、陳鴻進主
演的《海瑞鬥嚴嵩》、由龍貫天、鄧美玲主演的《孫子無
雙》、由梁兆明、謝雪心主演的《方世玉打擂台》、《時
光倒流七十年》、《金胎蝴蝶夢》及《蘇三起解》，又邀
得紅星黎耀祥首次參演由杜國威編劇的話劇《小明星》及
重演由焦媛主演的話劇《金鎖記》等。而音樂藝術表演方
面邀請到本地表演藝術者如凌波、區瑞強、黑妹、Joe
Junior等演出，古典音樂藝術表演者麥家樂大師、黃安源

大師及譚寶碩大師亦將在新光戲院舉辦經典音樂會等。
李居明特別邀請著名編劇杜國威出山寫舞台劇劇本《小

明星》，黎耀祥跟蓋鳴暉擔綱演出，黎耀祥透露他首次跟
蓋鳴暉合作，《小明星》會跟《南海十三郎》的演出形式
類近，也似是一場歌舞劇，但暫時他未收到劇本，還未清
楚所演角色，他所知主角小明星是位平喉歌后，有一段跟
劇作家的戀情，他相信自己是演該位劇作家，他亦要獻唱
幾句。祥仔表示從沒做過歌舞劇，這次對他是項大挑戰，
希望能夠應付得到，不過演出前也得要找老師學唱歌。
蓋鳴暉很感激李居明一直以來對粵劇界的付出，像新光

重開四年以來，演出的節目既豐富又多姿多彩，給人多元
化的感覺，她實很感謝對方。蓋鳴暉明年將演出《花海
紅樓》，也大讚對手米雪非常勤力又有上進心，米雪也帶

笑表示沒想過自己會加入粵劇界這個大家庭，不過也獲得
一眾前輩愛錫，更有花旦不介意幫她上妝。杜國威表示十
多年沒有寫舞台劇劇本了，《小明星》這題材是他自己選
擇的，覺得甚適合蓋鳴暉演，問他有否信心《小明星》跟
《南海十三郎》一樣成功？杜國威笑言希望可以，但戲有
戲命，很難預計。另外李居明亦找來高志森為他的粵劇
《蝶海情僧》拍成3D電影版。

新光2014年主攻戲曲文化藝術表演

黎耀祥黎耀祥黎耀祥蓋鳴暉蓋鳴暉蓋鳴暉
演舞台劇《小明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活
化後的新光大劇院做得有聲有色，在
2013年將過去之際，盛世天老闆李居
明昨日特別舉行隆重的記者會宣布
2014年新光的節目大巡禮，所有將參
加演出的紅伶歌星演員列席，蓋鳴
暉、米雪、吳美英、吳仟峰、龍貫
天、梁兆明、黎耀祥、尹子維、凌
波 、金漢、區瑞強、黑妹、Joe Ju-
nior、麥家樂大師、黃安源大師、高
志森等，非常有氣勢。李居明又表示
香港是福地，他預計到文化事業在馬
年會興旺！

陳嘉上的《四大名捕》去年在內地收
超過2億票房，但卻在香港無聲無息地上
畫及落畫。今年《四大名捕2》在香港上
畫，陳嘉上特意抽空回港做宣傳，對於被
標籤為拍合拍片的導演，陳嘉上坦言如果
唔拍合拍片，便會把內地市場拱手相讓給
荷里活，而且內地市場大，一定要去顧
及，否則香港電影便根本不夠資金。
陳嘉上專程從內地回香港宣傳自己的

電影，他表示好多謝老闆堅持在香港發
行此片。他說：「香港電影對手是荷里
活片，去年第一集在香港上，沒有人知
道，自己感到有點失落。這電影在內地
好收得，但我心中最想是香港人知，同
入場睇。」

不要用有色眼鏡睇合拍片
電影根據武俠小說家溫瑞安的作品

《四大名捕》改編，故事一開三來拍，
未知《四大名捕2》票房如何，但第三集
的拍攝工作已經如箭在弦。電影找來內
地一線演員吳秀波、鄧超、劉亦菲及香
港演員黃秋生、鄭中基等領銜主演，陳
嘉上自言很多重心戲都是放在香港演員
身上。「不知何時開始，香港人見到合
拍片總覺得是為迎合內地市場而拍的電
影，有些有心人，總用有色眼鏡去睇合
拍片，把合拍片標籤化。正如現在有一
部分人喜歡把內地人稱為『蝗蟲』，這
種心理同語言上的暴力其實是很可怕。
香港是全中國最先進的城市，所以全中
國的人都想來看看。當然就算北京、上
海這些城市，都和鄉村有分別，香港人
應該自豪香港人有文化，別人做得唔
好，你應該去教他們。我反對『邊緣

化』這個詞，香港是內地的學習對象。
香港電影為何影響力深遠，就因為香港
電影去到任何地方別人都睇得懂。在我
而言，人，就是觀眾，根本沒有任何區
分，再說，我們以前的香港電影在韓
國、菲律賓和印尼等都有市場，這是因
為電影是拍給人看，而不是給某種人
看。如果唔拍合拍片，我們便會把內地
市場拱手相讓給荷里活，而且內地市場
大，一定要去顧及，否則香港電影便根
本不夠資金。」

多謝政府協助業界
香港電影經歷過高低起跌，陳嘉上坦

言現在的香港電影已經過了最辛苦、最
困難的時候，像近期麥浚龍執導電影
《殭屍》，有很好票房。很多電影人常
埋怨香港政府為電影業所出的力太少，
但身為香港電影導演協會會長的陳嘉上
不認同這講法。「香港在97年後，董生
（董建華）成立了『文化及創意產業委
員會』，吸納本地和海外精英共謀對
策，開拓市場。現在政府有很多規定要
幫手，若是以前，你在街拍電影，會比
黑社會收陀地。當然我知好多電影人埋
怨，在香港拍電影，申請呢度又話唔
得，果度又唔得，但人家荷里活電影變
型金剛就咩都得。但其實好多困難來自
民間，好多時是地產商唔合作。香港演
員也出現斷層情況，因為製作費唔夠
多，電影票房要同老闆交代，所以用來
用去都是那幾個演員，新生代演員好難
發展，但我覺得未來情況會有改善。其
實香港社會同香港的電影業都應該比多
些正能量出來。」

採訪採訪：：植毅儀植毅儀
攝影攝影：：黃偉邦黃偉邦
場地場地：：順壹日本料理順壹日本料理

陳嘉上望香港人多發放正能量

香港文匯報訊 無綫第三及第四期藝員訓
練班的同學、老師及主任昨晚出席在觀塘舉
行的「相識相遇四十載」聯歡聚餐，現身的
包括吳孟達、鄧英敏、鍾景輝、盧海鵬、劉
兆銘、潘嘉德及杜琪峯等，場面熱鬧溫馨，
不過周潤發就沒有來。
鄧英敏表示因第三期藝訓班在1973年開

始，與第四期相識相遇四十載，加上與第四
期特別投契因而舉行此聚會，他稱：「早兩

三個月就有與他們夾時間，他們都
很熱心，杜Sir還借出地方，他說多
就不可以但兩至三圍都ok。」又笑
言杜Sir會包底。提到好友吳孟達，
鄧英敏指對方是「乾鮑達人」，並
提供鮑魚，一人一隻有專人整。
吳孟達接受訪問時表示自己剛從

南非做生意回來，又笑言自己的鮑
魚很抵，問到會否拍劇？他說：
「有，這是正職來的，即將在石家
莊拍劇，演歐陽震華的爸爸。（順
道宣傳生意？）都有，在大陸自己

都有些餐廳。」又笑說將來一定會請星爺食
鮑魚。說到見回一眾好友，他笑言：「以前
沒人靚仔過我，現在個個都靚仔過我，真是
歲月摧人老；以前也會十個八個人聚會，今
次就多些。」導師鍾景輝就非常謙虛表示自
己是教導學生最基本的，為他們打好基礎，
以後靠的是他們的努力及持續學習。劉兆銘
就稱讚學生每個都獨特，笑指他們叻過自
己，可走上世界舞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楊千嬅
昨日為日本高級曲奇品牌擔任主禮嘉賓，
其他出席嘉賓有千嬅老公丁子高，王馨平
(Linda)、汪詩詩、周汶錡、楊張新悅及楊如
芯等，活動上千嬅由魔術師甄澤權的魔術
廂彈出來，其後千嬅協助對方玩變出蛋卷
的魔術時，便在台上踢爆老公都在她跟前
玩變魔街，由五隻手指變出六隻手指的
「小兒科」，引得全場大笑。
楊千嬅接受訪問時透露：「那陣子興起
周杰倫和劉德華玩魔術，老公便買了隻手
指回來變魔術，我和兒子欣賞，但真的
流到不能包容的地步，當時五個月的囝囝
都呆了，以為他傻了，其實只是演技而
已。(拍拖時有否變魔術哄你？)沒有，那時

他只管醉心唱歌，我所有驚喜都是他跑出
來唱歌，連我身邊音樂人都話佢比我更熱
愛唱歌。」

聖誕節留港過
今個聖誕節，千嬅會留港度過，她表

示：「有小朋友之後，很難四圍飛，當上
媽咪後有不少家庭活動，屆時會約齊一班
朋友到我家開大食會，準備過程令她重拾
童年回憶，要佈置聖誕樹，又會弄香腸菠
蘿的小食，這是派對必有食物，加上今年
農歷年很快到，很多事情要忙打點。」
又，Linda自言是個饞嘴之人，不過現在

戒吃甜的，加上做高溫瑜珈，現在已由最
肥時期31吋腰圍， 回落至大學時期的28

吋，其夫
也受影響
很注重飲
食，亦清
減不少，
又 很 貪
靚。纖瘦
了 的
LINDA可
會令老公
擔心她有
追求者？
LINDA大派定心丸：「他不用怕，我好忠
心，反而我會擔心，不過老公人很純品，
應該不會結識其他異性哩」。

香
港
電
影
已
走
出
低
潮

香
港
電
影
已
走
出
低
潮

張敬軒首做頒獎禮司儀緊張

為好友獻鮑魚
吳孟達將演歐陽震華老竇

■■李居明昨日特別舉行隆李居明昨日特別舉行隆
重的記者會宣布重的記者會宣布20142014年年
新光的節目大巡禮新光的節目大巡禮。。

■■李居明亦找來高志森李居明亦找來高志森
為他的為他的《《蝶海情僧蝶海情僧》》拍拍
成３Ｄ電影版成３Ｄ電影版。。

■■李居明特別邀請著名編劇杜國威出山寫舞台劇劇本《小
明星》，黎耀祥跟蓋鳴暉擔綱演出。
■■李居明特別邀請著名編劇杜國威出山寫舞台劇劇本《小
明星》，黎耀祥跟蓋鳴暉擔綱演出。
■■李居明特別邀請著名編劇杜國威出山寫舞台劇劇本《小
明星》，黎耀祥跟蓋鳴暉擔綱演出。
■■李居明特別邀請著名編劇杜國威（右）出山寫舞台劇劇本
《小明星》，黎耀祥（右二）跟蓋鳴暉（左二）擔綱演出。

■江一燕及柳岩在浴池鬥艷。

■■陳嘉上陳嘉上
坦言現在坦言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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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已經過影已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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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苦、、最困最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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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一燕及柳岩在浴池鬥艷。■江一燕及柳岩在浴池鬥艷。■江一燕及柳岩在戲中鬥艷。
■吳孟達、鄧英敏、鍾景輝、盧海鵬、劉兆銘、潘
嘉德及杜琪峯等齊齊現身，場面熱鬧溫馨。

■楊千嬅

■■李居明亦找來高志森李居明亦找來高志森
為他的為他的《《蝶海情僧蝶海情僧》》拍拍
成３Ｄ電影版成３Ｄ電影版。。

■■李居明亦找來高志森李居明亦找來高志森
為他的為他的《《蝶海情僧蝶海情僧》》拍拍
成３Ｄ電影版成３Ｄ電影版。。

■■李居明找來高志森為李居明找來高志森為
他的他的《《蝶海情僧蝶海情僧》》拍成拍成
33DD電影版電影版。。

■■張敬軒張敬軒

楊千嬅爆老公「小兒科」魔術

■■李居明為牌匾揭幕李居明為牌匾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