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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數碼頻道 亞視國際台 有線體育台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有線電影1台亞視本港台無綫明珠台無綫翡翠台
6:00 都市方程式
6:25 瞬間看地球
6:30 香港早晨
8:55 瞬間看地球
9:00 快樂長門人
9:10 文化新領域
9:45 神奇大冒險
10:15 爆旋陀螺 鋼鐵戰魂

ZERO G
10:45 激優一族
11:15 幪面超人OOO
11:50 宣傳易
12:00 五覺大戰
1:00 午間新聞
1:10 瞬間看地球
1:15 秘密花園
2:45 體育世界
3:55 勁歌推介
4:00 光之美少女：幸福精靈
4:30 智激校園
5:00 岡GON
5:30 超級願望III
5:55 迎妻接福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頭條新聞
7:35 功夫傳奇-決戰邊疆
8:30 慈善星輝仁濟夜
10:30 特備節目
11:30 晚間新聞
11:45 天氣報告
11:50 瞬間看地球
11:55 廣告雜誌
12:05 勁歌金曲
1:10 宣傳易
1:15 無間道III終極無間
3:45 360。

6:00 特備節目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8:30 脈搏
8:55 童話小王國
9:25 鬼馬雙蕉
9:50 TVB8金曲榜
10:40 新變種特攻
11:10 港生活．港享受
11:35 後現代建築
12:00 寰宇體壇
1:00 求變先鋒
1:30 電波家庭
2:30 霍金新紀元
3:20 音樂熱點
3:35 超級猩媽
4:00 見習小武士
4:30 新綠燈俠
5:00 我的志願101
5:30 環保新世代 (III)
6:00 普通話新聞 及 普通話天

氣報告
6:15 音樂熱點
6:30 六十分鐘時事雜誌
7:20 警訊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
7:50 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笑笑小電影 (XXIV)
8:25 環球趣事
8:30 橫「沖」直撞 (V)
9:30 哈利波特鳳凰會的密令
12:20 晚間新聞
12:35 瞬間看地球
12:40 午後影院 : 茱莉對茱莉

亞－隔代廚神
2:55 音樂熱點
3:05 橫「沖」直撞 (V)
3:55 笑笑小電影 (XXIV)
4:20 歐陸名畫樂悠揚

9:00 女僕咖啡室
10:00 愛的蜜方
11:00 在中國的故事
12:00 Cool Guide
12:30 Big Boys Club
1:00 7級公務員
2:00 滋味行
2:55 讀上癮
3:00 型格瘋
3:35 360°
4:30 音樂工房
5:00 我要「玩」屋
5:30 台灣潮什麼
6:00 終極一班2
7:00 娛樂新聞報道
8:00 激Fun新西蘭
8:30 讀上癮
8:35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

獄門塾殺人事件
11:05 打工吧！魔王大人
11:35 進擊的巨人
12:05 北斗之拳：

雷奧傳－殉愛之章
2:05 台灣潮什麼
2:35 終極一班2
3:30 2013時尚年結

6:00 把酒當歌
6:30 亞洲早晨
8:30 科學耆績
9:00 我要上ATV春晚
9:30 青協數碼青年: 青年領袖

教室 又一山人談創業價
值

10:00 上網問功課
10:58 iFit@tv
11:00 天下父母心 - 與孩同行
11:30 恩雨之聲
11:55 茶加擇
12:20 馬上全接觸
12:25 當年今日
12:30 十二點半新聞 ／天氣報

告
12:50 ATV焦點
1:30 把酒當歌 ／ iFit@tv
4:00 通識小學堂 (周六版)
4:30 巴布熊貓
5:00 巴啦啦小魔仙之彩虹心石
5:30 漫遊嶺南綠道
5:55 當年今日
6:00 六點鐘新聞／體育快訊
6:40 新聞故事 ／天氣報告 ／

iFit@tv
7:00 解密百年香港
8:00 米飯生活
8:30 我要上ATV春晚
9:00 Hot Topic / 時事追擊
9:30 六合彩
9:35 高志森微博
10:30 酒味人生
11:00 ATV每日一歌
11:15 夜間新聞
11:50 識過人
1:30 高志森微博
2:25 恩雨之聲
2:50 我要上ATV春晚
3:20 別了忘不了 曹達華: 黃飛

鴻西關搶新娘
5:00 米飯生活
5:30 綠色新加坡

6:00 Music 120
7:00 新聞早點 -中國新聞報道
7:30 文化報道
8:00 贏在起跑線
9:00 未來世界
9:30 非洲面面觀
10:00 權能時間
11:00 可愛小寶寶
11:30 湯馬仕小火車
12:00 Music 120
2:00 萬中無一
2:30 企業新領域
3:00 消防員阿森
3:30 致命動物大搜查
4:00 建築師阿博
5:00 動物大百科
5:30 韓語劇場: 你是我的命運
7:00 廣東黃金海岸遊
7:30 新聞及天氣報告
8:00 綠色新加坡
8:30 漫遊嶺南綠道
8:45 蘇超狂熱:

馬瑟韋爾 對 恩華尼斯
1030 他鄉尋根十五情獻：

尋找他鄉的故事
11:00 夜間新聞
11:20 賽馬預測
1:00 他鄉尋根十五情獻：

尋找他鄉的故事
1:30 綠色新加坡
2:00 贏在起跑線
3:00 Music 120

8:00 推理要在晚餐後
9:00 原來愛．就是甜蜜
10:00 瑪麗外宿中
11:05 求愛365
12:00 推理要在晚餐後
1:00 原來愛．就是甜蜜
2:00 最後的灰姑娘
4:00 鯊魚
6:30 最後的灰姑娘
8:30 鯊魚
11:00 半澤直樹
12:00 安堂機械人
1:00 最後的灰姑娘
3:00 鯊魚
5:30 最後的灰姑娘

9:00 中華情
10:00 中國新聞
10:12 文明之旅
11:00 中國新聞
11:10 國寶檔案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00 外國人在中國
1:30 走遍中國
2:00 中國新聞
2:12 深度國際
3:00 遠方的家
3:45 精彩一刻
4:00 中國新聞
4:10 遠方的家
5:00 中國新聞
5:15 天涯共此時
6:00 中國新聞
6:15 中國文藝
6:45 國寶檔案
7:00 中國新聞
7:15 火藍刀鋒
8:00 走遍中國
8:30 海峽兩岸
9:00 中國新聞
9:30 今日關注
10:00 中華情
11:00 今日亞洲
11:26 城市1對1
12:11 中國文藝
12:41 國寶檔案
1:00 中國新聞
1:15 天涯共此時
2:00 新聞聯播
2:30 外國人在中國
3:00 中華情
4:00 中國新聞
5:05 走遍中國
5:35 精彩回放

6:40 三國之見龍卸甲
8:45 赤腳小子
10:30 情聖
12:30 救薑刑警
2:30 蜀山傳
4:35 煎釀寶
6:40 中華英雄
9:00 非常突然
10:50 財神客棧
12:50 文雀
2:35 黃飛鴻鐵鬥蜈蚣
4:55 導火線

6:00 體育王
6: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8:00 體育王
8:30 世界盃體操賽-

馬里博爾站
10:30 體育王
11:00 全國乒兵球錦標賽
1:00 FIBA 籃球世界
1:30 體育王
2: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3:30 世界盃體操賽-

馬里博爾站
5:30 體育王
6: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7:30 體育王
8:00 全國乒兵球錦標賽
10:00 FIBA 籃球世界
10: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12:00 體育王
12:30 世界盃體操賽-

馬里博爾站
2: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4:00 全國乒兵球錦標賽

無綫劇集台

■責任編輯：梅馨文 ■版面設計：余天麟A21 文匯娛樂娛樂世界

前前晚前來捧祖兒場的圈中人有徐小晚前來捧祖兒場的圈中人有徐小
鳳鳳、、古巨基古巨基、、周慧敏周慧敏、、梁漢文梁漢文、、

吳國敬吳國敬、、蔡卓妍蔡卓妍((阿阿Sa)Sa)、、樂易玲樂易玲、、鄧鄧
智偉智偉、、潘嘉德等潘嘉德等。。演唱會一開始演唱會一開始，，祖祖
兒演唱幾首歌均失準兒演唱幾首歌均失準，，歌迷於是大聲歌迷於是大聲
伴唱撐偶像伴唱撐偶像，，令祖兒相當感動令祖兒相當感動。。其其
後後，，祖兒聲線明顯有所好轉祖兒聲線明顯有所好轉，，唱快歌唱快歌

時時，，祖兒又唱又跳祖兒又唱又跳，，她笑她笑
稱稱：「：「我體能完全無問我體能完全無問
題題，，跳舞都可以跳舞都可以，，只是聲只是聲
帶唔得帶唔得。」。」不過她卻因聲不過她卻因聲
沙而變得更有沙而變得更有RockRock味味，，
故此她打趣指當晚的演唱故此她打趣指當晚的演唱
會猶如會猶如Rock ShowRock Show。。到了到了
安哥部分安哥部分，，祖兒堅持大祖兒堅持大
唱唱，，不過聲帶一再出現聲不過聲帶一再出現聲
沙的情況沙的情況。。

演出前保持沉默養聲演出前保持沉默養聲
對其聲沙影響演出對其聲沙影響演出，，祖祖

兒特別對好友嘉賓表示不兒特別對好友嘉賓表示不

好意思好意思，，但一眾好友均大讚她但一眾好友均大讚她「「GoodGood
ShowShow」。」。其實在演出之前其實在演出之前，，祖兒已表祖兒已表
現緊張現緊張，，她指就算好友來探班都好她指就算好友來探班都好，，
都不會出聲以便養聲都不會出聲以便養聲。。
劉浩龍昨日凌晨在微博亦為女友打劉浩龍昨日凌晨在微博亦為女友打

氣道氣道：「：「今晚看了一個非常精彩的樂今晚看了一個非常精彩的樂
與怒音樂會與怒音樂會，，聲音沙啞的妳依然能夠聲音沙啞的妳依然能夠
感動萬人感動萬人，，觀眾也是一流觀眾也是一流YEAHHH!!!!YEAHHH!!!!
ROCK N ROLL NEVER DIEROCK N ROLL NEVER DIE」，」，此舉此舉
實令祖兒大感窩心實令祖兒大感窩心。。祖兒好友阿祖兒好友阿SaSa亦亦
在微博表示在微博表示：「：「真的感動到差點哭而真的感動到差點哭而
且還很心痛且還很心痛。」。」阿阿SaSa還表示還表示，，認識她認識她
這麼久第一次覺得她其實也是個脆弱這麼久第一次覺得她其實也是個脆弱
的女子的女子，，需要人保護需要人疼愛需要人保護需要人疼愛。。
前日唱片公司也憂心祖兒的身體狀前日唱片公司也憂心祖兒的身體狀

況況，，均問過她需要取消演唱會與否均問過她需要取消演唱會與否，，
但祖兒認為但祖兒認為「「Show must go onShow must go on」，」，
故堅持演出故堅持演出，，最終憑意志完成個唱最終憑意志完成個唱，，
敬業精神值得嘉許敬業精神值得嘉許。。昨晨祖兒亦再去昨晨祖兒亦再去
覆診及打針覆診及打針，，望盡快康復繼續往後的望盡快康復繼續往後的
演唱會演唱會。。

唱到聲沙男友微博打氣

香港文匯報訊 樂壇天后容祖兒前晚繼續演出跨

年騷，不過連開多場，加上感冒未癒，前晚開騷

都出現失聲情況，不過她愈唱愈強，依然又唱又

跳，歌迷與一眾捧場的圈中好友均佩服祖兒的敬

業與堅持，大讚她「Good Show」。

相貌標緻的胡然，在電影《惡
戰》中擔任女主角，飾演洪金寶的女
兒鐵菊，和伍允龍飾演的馬永貞有感
情戲，胡然稱和伍允龍認識3年了，
彼此間很熟悉，即使飾演情侶也不會
感到尷尬，她說：「我拍這套戲很輕
鬆的，因為我的打戲不多，主要都是
伍允龍和安志杰在打，有時候看到
他們打得這麼辛苦，我都替他們覺
得心痛。」
飾演洪金寶的女兒，胡然透
露洪金寶大哥在片場對演員很
照顧，她說：「譬如不用埋位
的時候，大哥看到我們站着，
就會說不要站着，拿張櫈子

坐下呀，雖然是很小
的事情，但可以
看到洪金寶大
哥很細心，對
我們這些後輩
也很關心。」
胡然和伍允
龍在戲中的

親 熱

戲點到即止，甚是含蓄，問胡言將來
是否介意拍一些親熱戲或者性感演
出，她說：「視乎劇情需要吧，如果
是自然而然的，我不會介意，只要不
是很刻意的那種，我可以接受。」
胡然簽約王晶公司旗下，她表示

當初入行是師兄介紹，胡然說：「我
的一位師兄在幫晶哥工作，知道晶哥
想簽演員，就叫我去試一下，我和晶
哥見了兩次面，就決定簽約了。那時
我剛剛大學畢業，所以加入演藝圈是
我的第一份工作。」

問胡然的擇偶條件是什
麼？她說：「最重要是愛
我、疼我、包容我，其他的
都不重要。但現在我的事業
剛剛開始，想先專注工作，
感情方面的事情沒想那麼
多，順其自然吧。」

香港文匯報訊 吳尊與明道日前
在上海環貿iapm商場出席倒數活
動，二人與粉絲教舞蹈、練劍術、
又喝交杯酒，期間更有熱情女粉絲
向吳尊送吻，令吳尊也嚇得呆了
呆。
去年公開家庭婚姻生活的吳尊大

晒幸福，表示：「我把每一天都過
得很充實，不管你得到什麼、失去
什麼都是生活的經驗嘛，所以我覺
得沒什麼遺憾。」而他不諱言最難
忘的事情就是生子，「生了一個小

男孩，是一個
很難忘的事
情，我很幸
福。」已有
一子一女的
吳尊，被問
及 會 否 生 三
胎？他表示暫無此計劃。
明道去年服完兵役，在

事業方面建立工作室，又出了新專
輯，但在感情方面，他稱還在等待
緣分，明道笑言：「有一點難，這

個不像出專輯我做一做就會有，終
身大事得等緣分到了才會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僖) 「中
閩魏氏之夜」王國潼二胡音樂會，
日前在文化古城泉州音樂廳隆重舉
行。一代二胡巨匠、著名音樂教育
家王國潼以深情、精湛的二胡演奏
震撼感動全場觀眾。
音樂會上，王國潼先後演奏經典

名曲、自己的創作以及近年來備受
歡迎的現代曲目，不同時代的曲目

安排讓不同世代的聽眾均感到分外
親切。王國潼大師首先為現場觀眾
演奏了一曲劉天華的《燭影搖
紅》，該版本一改以往輕鬆愉快的
舞曲形式，運用變奏手法把旋律層
層展開，表現出在舊中國軍閥混戰
時期，劉天華對國樂的憂心和焦
慮，王國潼深刻的理解到位的表演
堪稱「一絕」。

全場的高潮無疑是王國潼老師飽
滿深情的一曲《二泉映月》，古樸
滄桑，如泣如訴，把阿炳坎坷不平
的人生表現得淋漓盡致，感人肺
腑，不愧被譽為「最貼近阿炳原型
和作品原意」。
音樂會高潮連綿，非常成功，有

的觀眾在聆聽演奏時甚至噙着熱
淚，音樂會結束後，仍有不少觀眾
意猶未盡，久久不肯離場。
值得一提的是，今次擔任客席演
奏的是同為傑出二胡演奏家王憓。
王憓是王國潼之子，繼承了其父精
湛的琴藝，更成功將二胡與現代流
行音樂、西方搖滾樂融為一體。是
次他演奏的《為了愛》、《美國鄉
村音樂》、《動感之都》、《感
覺》等曲目為音樂會增添活躍氣
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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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然心痛伍允龍安志杰

感動萬人
祖兒祖兒祖兒賣力演出賣力演出賣力演出

王國潼二胡藝術感動泉州聽眾

文文：：積奇蓮積奇蓮

化妝髮型提供化妝髮型提供：：Andress LeungAndress Leung

(Love Cosme make up)(Love Cosme make up)

場地提供場地提供：：Wild OrganicWild Organic

■■祖兒抱恙演祖兒抱恙演
出出，，歌迷不時和歌迷不時和
唱力撐唱力撐。。

■■祖兒前晚以手語與周慧祖兒前晚以手語與周慧
敏敏、、古巨基及阿古巨基及阿SaSa溝通溝通。。

■■徐小鳳特到徐小鳳特到
後台打氣後台打氣。。

■■胡然簽約王晶公胡然簽約王晶公
司旗下司旗下。。

■■胡然稱胡然稱
與伍允龍與伍允龍
演情侶不演情侶不
會感到尷會感到尷
尬尬。。

■王國潼（中）與兒子王憓在泉州演出。

■吳尊(右)與明道在上海倒數。

吳尊吳尊上海倒數被粉絲強吻上海倒數被粉絲強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