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疊內容：娛樂新聞 新聞專題 副刊 體育新聞

B1

文匯娛樂

娛樂頭條

■責任編輯：梅馨文 ■版面設計：黃力敬 2014年2月23日（星期日）

■志偉被幾位「獎老」搞到
眼濕濕。

獎門人領軍赴穗放笑彈

謝 志偉

「獎老
獎老」
」哭
香港文匯報訊 「超級無敵獎門人 20 周年 Super Show」前晚假

廣州國際體育演藝中心舉行，「獎門人」曾志偉帶一班「獎老」
陳小春、錢嘉樂、王祖藍、阮兆祥、金剛、江欣燕、林曉峰，還
有一班嘉賓林敏驄、草蜢、EO2、張達明和李思捷參與演出，發
放笑彈。當晚的騷可說是笑中有淚，當台上眾人答謝志偉的提拔
時，都不禁落淚，氣氛感人。

前晚多位「獎老」談及亦師亦友的
「獎門人」志偉都感激流淚，王

然會落淚唱不到歌。

張栢芝攜 Lucas
獅城玩室內跳傘

知遇之恩
■ B 哥強忍
淚水在台上
切蛋糕。
切蛋糕
。

■ 江欣燕被金
剛與 Otto 抬起
時一臉驚青。
時一臉驚青
。

林敏驄爆祖兒探師兄班
■Lucas 都玩得似模
似樣。
似樣
。
網上圖片

有曾志偉出現的地方就很有歡樂的
氣氛，志偉與「馬拉松之父」林敏驄
重現「開心字典」環節，由於今年係
馬年，所以他們用個馬字來玩，更擺
馬賽上枱。
其後，他們合唱改編自容祖兒《我
的驕傲》一曲的《傻high》。阿驄表示
該曲出自他手筆，因為他正與劉浩龍
(師兄)合拍電影《全力扣殺》，又大爆
師兄聽到這首歌很高興、陶醉和亢
奮。問阿驄有否見祖兒來片場探班？
他笑說：「有，他們攬埋一嚿碌落
山，傻high high。」

阿B獲驚喜慶生灑淚
扮嘢了得的李思捷和阮兆祥、王祖
藍，以「福、祿、壽」身份扮劉德
華、郭富城和「一代宗師」梁朝偉。
李思捷更連續模仿多位歌星張國榮、
張學友、劉德華、鄭少秋、譚詠麟和
王傑唱歌，似到十足，令觀眾拍爛手
掌。江欣燕也不輸蝕，再模仿梅艷
芳，大唱阿梅經典歌曲。他們又用開
心輕鬆手法向曾上過獎門人，但已離
世的藝人肥姐、大傻、柯受良、羅文
和許冠英致敬。
由於今日（23 日）是主辦今次演唱

■志偉與同是搞笑能手
的林敏聰妙語連珠。
的林敏聰妙語連珠
。
會的鍾鎮濤（阿 B）生日，前晚眾人突
然推出蛋糕為 B 哥祝壽，張學友、梁
家輝、張家輝、邱淑貞、杜德偉夫
婦、余安安、葉童和阿倫等好友還拍
了賀片，B 哥感動到眼泛淚光，但仍
強忍淚水，奈何一返到後台終忍不住 ■「超級無敵獎門人 20 周年 Super Show」在廣
流淚。
州演出成功。

楊怡撐《守》劇不老土馬浚偉唱主題曲受重視喊驚
區就可以，因為我住該區。」
劇中女主角楊怡因趕開廠先離開長洲，
她表示很怕坐船因會暈船浪，所以除工作
外很少會搭船。對於有網民指劇集情節老
土，楊怡就稱劇集背景在民初時代，不覺
得劇情過時。

友，努力發展事業。」
另外，本月 27 日生日的邵美琪獲送上
蛋糕提早慶祝，她生日願望希望身體健

馬賽否認搭上空少
早前被指與空中少爺同遊斯里蘭卡的馬
賽，昨日有份落場踢波表現賣力，更求勝
心切追波仆倒。問她是否有新戀情時，馬
賽否認道：「他只是機組人員，大家剛巧
在景點和酒店相遇，別人要求合照，作為
藝人很難去拒絕，我也有跟其他旅客合
照。」馬賽稱沒想過會有這樣的報道出
街，抱歉令長輩們及同行女友人擔心。問
她會否找個真正男友以免家人擔心，她
說：「我現在很怕是非，會視工作做男

廖凡桂綸鎂用臉「互擦」鼻涕

香港文匯報訊 由廖凡及桂綸鎂主演的犯罪愛情片
《白日焰火》在今屆柏林影展中連掃兩個大獎，男主角
廖凡成為首位華人柏林影帝，電影更勇奪最高榮譽金熊
獎。廖凡及桂綸鎂日前於柏林接受有線《電影蒙太奇》
訪問，大談拍攝電影的難忘事。
小鎂在戲中演一個在東北洗衣店工作的平凡女生。
為演活角色，她不惜實地學做洗衣妹。
廖凡在片中飾演一位潦倒的警察，他表示一看劇本，
就愛上自己所演的角色：「當我接這劇本時，正值我因
拍攝摔馬戲份受傷的時期，事業處於低潮，心情佷低
落，跟劇中的角色感同身受。有些東西抑壓在心裡，這
個角色正好給我一個宣洩情感的出口。」
談到拍戲的趣事，兩人不約而同想起在摩天輪上邊拍
激吻戲邊流鼻涕的笑料。廖凡分享道：「在摩天輪跟桂
老師有場相對激烈的親熱戲，這場戲確實不易演，我們
在摩天輪上試戲，大家醞釀了很久，拍拍下突然看見她
鼻涕流了出來也不知道，白白的，就像『棉花糖』一
樣。我們把鼻涕去掉，相視而笑。」廖凡邊說，桂綸鎂
不斷害羞掩嘴而笑。試完戲，到真正拍攝時，「鼻涕事
件」再次重演，桂綸鎂笑說：「我發現我的鼻涕退到他

臉上，因為不能突然伸手擦掉，惟有使勁地用臉去
擦。」廖凡續說：「我也不知道，我投入在演戲中，我
覺得這樣（肉緊的表現）也是正常的。但後來就不行
了，我忍不住笑了出來，因為鼻涕反過來落在她的臉
上，那個鼻涕一直換來換去，比較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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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成抱病參賽

女友貼身服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95 香港慈善籃球邀
請賽 2014」昨晚在修頓球場舉行，活動為香港聾人福
利促進會籌款，參賽藝人有陳偉成、許家傑及周志文
康。笑問會否與男友施祖男結婚時，她笑
等。
言結婚不是她的願望，也不喜歡收戒指做
陳偉成獲女友尹蓁晞撐場，因他被女友傳染，現發
禮物。
燒又腹瀉，故女友就來做他的貼身護士服侍他。陳偉
成表示這場是慈善賽，故病了仍出席，他苦笑已帶備
多包紙巾，怕臨場便急要叫暫停，也一早通知隊友他
可能隨時會放屁，希望大家能夠忍讓。
許家傑沒有緋聞女友龔嘉欣來撐場，他指對方要開
工拍劇或者下一次才來，且他知龔嘉欣與鄧建弘分手
後想專心工作，而他倆聖誕是有約會吃飯，但只是同
一經理人才了解一下，所以情人節也沒見面，只短訊
問候，希望維持朋友關係，沒追求的意思。
袁紫僑來捧男友周志文場，談到曾與其男友傳緋聞
的馬賽最近又講大話疑做第三者？她表示本身不八卦
沒留意，即使曾有不愉快事也已是兩年前的事，她不
擔心男友再與馬賽在工作上會合作，因她對男友有信
心。
《
■守業者》眾演員跟梁乃鵬到長洲踢友
誼賽之外，順道宣傳新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無綫劇
集《守業者》眾演員包括馬浚偉、邵美
琪、麥長青和「世界盃大使」馬賽、陳凱
琳及蔡思貝等人，昨日到長洲與當地足球
隊作友誼賽，無綫助理總經理區偉林也親
自落場守龍門，最終兩隊 2 比 2 握手言
和，蔡思貝更為無綫隊攻入扳平一球，笑
言今年可以加人工。
馬浚偉表示因不擅踢波沒有落場，反而
充當舞獅做表演，見他舞一會兒就喊倦要
換人。劇集推出首周只有 26 點平均收
視，馬仔坦言成績未算滿意，相信結局能
達 30 點。他說：「最意外是觀眾喜歡我
唱的主題曲，現在公司還邀請我上《勁歌
金曲》，又說要拍 MV，搞到我好驚，上
次上勁歌已是《蒲松齡》那時候，不知年
底會否獲獎呢？」記者笑馬仔想當亞太區
最受歡迎男歌手時，他笑道：「我拿旺角

香港文匯報訊 跟兩子移居新加坡的張栢芝，在當地
生活十分寫意，曾被網民發現在當地做義工、踩滑
板、畫畫及帶子遊科學館等。近日又有網友發現栢芝
帶長子 Lucas 大玩室內跳傘，二人跳傘時的相片更被
上載到網上，見他們在教練指導下都有姿勢有實際，
網民們都大讚道：「這對母子在風洞練習跳傘的英姿
實在太帥了！」

陳偉成獲女友
■
尹蓁晞撐場。。

祖藍說：「我由細睇獎門人睇到大，
最後做埋獎老，做這個節目唔單止開
心，仲感受到親恩，我們叫志偉做阿
爸，因為他睇住我們每一個人，有什
麼事都會打電話問他，他會話我們知
應該點做，用心一步步解答，扶住我
們才有今日，今日我們有小小成就，
係歸功志偉。他特別錫我，因為我和
他都沒有一米七。」
林曉峰也深表認同，指每次遇工作困
難，問獎門人的答案都是「得啦，我搞
掂。」金剛亦表示沒有志偉沒有今天的
金剛，他由台灣來港，最初時一句廣東
話都不懂，志偉仍肯給機會他這個新
人，他忍不住高呼「志偉我愛你」。
錢嘉樂亦說：「片場打打殺殺，動
作片，冇獎門人，今日不會拿咪喺多
人面前大膽講咁多嘢，冇佢，我不可
以喺台上面像歌手唱一隻屬於自己的
歌，冇佢，我不會喺節目識到太太湯
盈盈，冇佢，世界人生比較暗淡，笑
聲也少咗，希望獎門人可以日日與我
常在。」陳小春也感歎說，人生很多
第一次都給了志偉，又說：「除了父
母外，我叫他一聲爸爸也不為過。」
獲眾人感激的志偉則坦言，在綵排
時已經因為他們的說話而流淚，現在
在台上雖然眼濕濕但都還忍到，要不

■張栢芝保持英姿之
餘，仍可對鏡頭笑
仍可對鏡頭笑。
。
網上圖片

郭羨妮指 Bosco 心情無異

香港文匯報訊 郭
羨 妮 （Sonija） 近 日
和 黃 宗 澤 （Bosco）
合作拍攝劇集《無雙
譜》，談到「澤崢
戀」多波折，Sonija
強調自己不知道，而
且人家的私事她也不
會過問，不肯加以評
論。不過 Sonija 透露
Bosco 心 情 沒 有 異
樣，和平時一樣。問
她可有見過楊崢來探
班？她表示沒有。
此外，Sonija 打算
拍畢該劇後會稍作休
息兼湊女，老公朱少
杰也趁在開拍新劇
前，返港和兩母女享
天倫，Sonija 直言會
■郭羨妮拒評Bosco新戀情。
努力「造人」。

■周迅與法國外長舉
杯慶祝。
新華社

周迅獲頒法國騎士勛章

香港文匯報訊 周迅前日現身北京的法國駐華大使
館，獲法國外交部長 Laurent Fabius 授予法國文學與
藝術騎士勛章，以表彰她對藝術電影創作、環保公益
及中法文化交流作出的貢獻。周迅是繼鞏俐、姜文、
王家衛、楊紫瓊、章子怡等後再獲此殊榮的中國演
員。
致謝辭時，周迅大開玩笑說：「這個勛章在法國購
物可以打折嗎？」十分鬼馬。周迅又坦言對法國有一
種特殊感情，因她第一次贏得國際認可就是憑電影
《蘇州河》獲巴黎電影節影后。她亦希望未來可以有
更多機會與法國演員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