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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 訊 （ 記
者 李薇 深
圳報道）電
視劇版《十
月圍城》即
將在深圳衛
視播出，昨
日導演鞠覺

亮攜主演鍾漢良、張曉龍、劉筱
筱、吳孟達、景崗山等亮相深圳
宣傳。在現場，鍾漢良感受到近
千名粉絲的熱情，難得清唱了廣

東民謠《月光光》的一部分。
此前憑借電影《十月圍城》中

「阿四」角色，謝霆鋒曾獲得第
2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
角」。鍾漢良此番同樣擔任「阿
四」角色，難免外界會將其與霆
鋒比較。對此，鍾漢良坦言；
「我完全不擔心觀眾比較，因為
兩個版本的人物是完全不一樣
的。大家 6月 27 日開始看就知
道，電視劇版的情節肯定會更加
延展，阿四的遭遇會更多，形象
更豐富。」

為迎合四年一度的世界足球盛事，汪東城把
新舖打造出「太空夢幻足球基地」，場內

更展出「太空足球戰隊」M JO Figures。今次在
Pop-up Store內，也展出大東由細到大的畫作。
說到今次設計靈感，大東表示在基本調紅唇
上，加上目炫的燈光效果、巨型齒輪及星球，
令運動服飾更具玩味。
「四年一次的世界盃，是一個盛事，這件不

單是體育界的盛事，也是時裝界的大事，自己
本身喜歡神秘和科幻的題材，所以別注系列方
面便用了巨型齒輪及星球和太空船機艙的裝
置，再配合幻彩的宇宙背景。街頭元素是近年
時裝界的一個潮流，服裝又與美國棒球帽王
New Era、日本街頭服名牌Shine和韓國人氣品
牌 Dolly＆ Molly 合作，Dolly＆ Molly 便是
KARA、少女時代及泫雅等韓星喜愛的韓國本地
薑，能和這些品牌cross over，令自己的品牌走
向國際化，我也覺『好犀利』。」

開服裝店送母謝親恩
說起自己的時裝品牌，大東的話題滔滔不

絕。為了今次開舖，3個月前已經秘密來港實地
觀察。雖然只是期間限定店，但店內到店外的
設計大東都要求親手包辦。媽媽是裁縫師，大
東從小在媽媽身上學懂不少縫紉的技巧。小時
候夢想是開一間服裝店，送給媽媽做禮物，現
在算是實現了一半。其實大東是圈中出名的孝
順仔，只因爸爸早逝，母親獨力把他帶大。
「媽媽是個裁縫師，從小我就在她身旁看她

做衣服。我覺得自己多少是得到她的遺傳，所
以也喜歡設計衣服。讀書時主修美工科，也有
幻想過將來開一個時裝店。後來爸爸的早逝，
媽媽辛苦地陪伴我、教育我，在我低潮的時候

給我鼓勵、給我加油，謝謝她！如果說一個成
功的男人背後總有一位偉大的女性，那麼我背
後的那位偉大女性就是我媽。所以開這個服裝
店有一部分是希望可以成為送她的一個禮物，
現在演藝事業穩定，我也放心發展自己對時裝
的興趣。」
大東曾嘗過生活的艱辛，有時一天打3份工，
他在街上派過傳單，扮過人偶、動物園吉祥
物，在酒吧做過服務生，當過服裝店店員，兼
職模特，還搬過鋼筋、做過水泥工等粗工，更
常擺地攤到半夜。面對這些，他說這是老天爺
的磨練，只有堅持下去才能渡過難關。因為有
了曾經的艱難困苦，才有了今天的韌性勇敢。

呻工作忙到沒桃花
其實在父母的心中，最渴望的是見到子女成

家立室，早前汪媽媽出到聲，希望看見32歲的
大東拍拖。大東自言也渴望戀愛，他希望另一
半孝順貼心，可惜工作忙碌到沒桃花，直呼羨
慕過去「飛輪海」的夥伴吳尊有美滿家庭。
「最近和朋友合資1,000萬開公司，購入櫻

桃小丸子台灣代理權，之前我直接飛到日本
和櫻桃小丸子作者櫻桃子見面，合作順利。
記得以前高中放學回家都看小丸子卡通，非
常喜歡，未來希望拍真人電視版。去年自創
『 東藝演藝經紀公司』，今年首度作製作
人，當製作人的好處就是可以『自肥』，想
加入什麼英雄橋段都可以。近期在內地參加
《中國新聲代》，見到這些小朋友都好棒，
我也希望物色幾位有天分的小朋友，成為他
們的經理人，重點訓練他們。本來已經有個
很好的目標，可惜他爸已經拒絕了我，那就
是吳尊的女兒NeiNei。」

去年自立經理人公司

汪東城汪東城盼簽吳尊愛女盼簽吳尊愛女
台灣藝人汪東城（大東）一向有設

計天分，自5年前開始在網上推出其

自家品牌M JO，今年品牌踏入5周

年，大東便聯同wtc more世貿中心

合作，加入親生仔「Robot M JO機

械人」，打造一個太空夢幻足球基

地。大東坦言若不是加入了娛樂

圈，應該會是一個出色的時裝設計

師。大東去年自立經理人公司，除

首次擔任劇集製作人外，更有意發掘小演員，

首個目標就是吳尊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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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場地：：銅鑼灣世貿中心銅鑼灣世貿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
思穎）Janice Man（文詠
珊）已正式約滿舊公司
Amusic，更自組新公司另
覓發展，雖此，JM強調
跟舊公司老闆黎明合作愉
快，不過有傳仍在Amusic
的師妹JW不滿公司沒有
出力捧她，有意提早解
約，對此，JM指Leon是
個明白事理開通的人，凡
事有商有量，仍然處處為
Leon護航。
JM和周汶錡（Kathy）
昨日出席鑽飾活動，二人
穿上低胸衫上陣，JM戴
上逾50卡鑽飾，Kathy則
戴上60卡鑽飾，行頭十
足，閃爆全場。不過明顯消瘦了的JM所穿的裙子有點鬆，不慎
露出貼在胸前防走光的膠紙。
JM透露6月底便到加拿大參觀鑽石礦，問到會否帶定「彈
藥」買鑽石，她雀躍說：「會呀，但未知買不買得，因這次是
參觀鑽石打磨過程，最想買鑽石給自己和媽咪，我剛開了新公
司有個新開始，也是時候買份禮物給自己紀念一下。」

周汶錡收求婚戒指最浪漫
提到有傳JW不滿Amusic沒有加以力捧，遂有意解約走人，

JM表示：「一直在Leon到都好開心，每間公司做法不同，放
在不同藝人身上會有不同效果，我一直同公司溝通很好同Leon
是個明事理開通的人，任何事都可以商量，今次出來自組公司
都有同他商量，他絕對是個開通的人，所以未必是報道所說
的，(在舊公司的工作偏少？)是有很大自由度，不會逼我接工
作，可以自己揀適合的劇本，(滿意工作量？)當然有很大進步空
間，最重要是可以做喜歡和適合自己工作，這方面他們處理得
很好。」JM和舊公司已告約滿，她透露新公司已開張，並會跟
另一間公司合作，可以有不同火花，也是時候闖一闖。
Kathy覺得鑽石是浪漫東西，並透露一生人最浪漫一次是收
求婚戒指，收到那刻真的很開心，但仍能保持冷靜沒有喊出
來，問她是否收過最大粒的一次？她說：「老公話唔使最大，
會慢慢加，已經收過老公幾枚戒指，其實多與少也不重要，講
求心意，在特別日子時送會更有意義，亦不一定要老公送，自
己都可以買來保值。」

香港文匯報訊蔣怡（CoCo）、馬詩慧
（Janet）、黃佩霞及Rosemary等藝人昨
日現身中環香水品牌發布會。王曼喜早
前被媒體拍到她於街頭吸煙照，Janet力
撐愛女，指相片是很久前所拍，並相信
囡囡煙癮難以即時戎掉。對於爸爸王敏
德亦有抽煙，Janet戲言王敏德也知道自
己是反面教材。
化身成沙漠天使的蔣怡以性感大露背

金色長裙亮相，她透露愛女將在下月13
日1歲牛一，預告屆時將為她大肆慶祝！
CoCo又表示前日的父親節特地讓丈夫做
回爸爸，自己則於外面工作。對於丈夫
湊女可有手忙腳亂，她強調丈夫也有時
常致電告知BB情況，但說：「我卻發現
一件錯事，丈夫話想餵BB飲奶，不過當
時是5點，BB在2點才喝過一次，我即時
禁止，不過最終他仍然餵了一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
慶全）「東華三院。ＨＫ
Ｔ。姚珏。香港弦樂團慈
善音樂會」將於本月21日
在香港大會堂舉行，嘉賓
林欣彤（阿Mag）亦有陪
同著名小提琴家姚珏老師
出席。

林欣彤昨日穿上
黑色套裙打扮端
莊，她談及今次音
樂會由姚珏老師率
領樂團為她伴奏，
感覺很有壓力，但

仍然會盡量輕鬆面對，因
之前也跟樂團合作過，上
台的感覺是很震撼的。林
欣彤表示她本身也喜歡現
場的表演，即使緊張卻會
好享受，這次她會選唱
中、英文歌各一首。

林欣彤將於暑假推出的
新唱片，故近期也相當忙
碌，新歌大概錄好一半。
提到鄭俊弘與前緋聞男友
羅孝勇同在暑假出唱片？
她笑指每年這個時間都會
有不少歌手出唱片，也希
望大家能夠獲取好成績。
至於她表示有看過羅孝勇
的新歌MV，只是近期大家
也很少聯絡和見面，都因
彼此各有各忙，只是之前
在世界盃活動上踫過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夏蕙ＢＢ金曲慈善夜」將於7月
29 及 30 日在新光戲院演出共四
場，昨日記者會上，黃夏蕙邀得好
友祥嫂洪金梅、南紅及譚炳文等出
席支持，夏蕙全程好「生猛」，她
也不擔心演出時會再度捱病暈低，
她笑說：「開心就不會暈低啦，上
次是太急太忙，今次有充裕時
間。」而她跟祥嫂50多年朋友，看
着她與祥哥拍拖、結婚到生孩子，
這次也希望祥嫂可以上台唱歌，二
人也即場合唱了幾句《鳳閣恩仇未
了情》。
但祥嫂表示慈善夜她只答應做剪

綵嘉賓，因一直也未操曲，她不習
慣現場執生，像祥哥從前每次演
出，她都一早安排好講求默契，所
以這次是為好姐妹黃夏蕙友誼上幫
忙盡一點力，也沒幫她「銷飛」。
問她又會否搵機會唱曲？祥嫂笑
說：「我天天都唱，會在家中唱，
錢就要去搵！」問她的首本名曲？
她透露是《禪院鐘聲》，且曲中自
有曲中情。
談到前日父親節，可有跟仔女們

一起吃餐飯？祥嫂答謂：「我是長

輩，大他們幾十年，不用我去搵，
我一向都是以服待老公健康和搵
錢。」
媚姨南紅答應兩晚演出，問老公

楚原叔會否來捧場？她笑指各自向
來有自己的事業，且老公從不看她
演戲和唱歌表演，絕對不是她的粉
絲。問到楚原叔現是否經常有打麻
雀？媚姨表示沒有了，通常他坐在
家看電視，累了會休息，因從前每
日在片場一做便做了幾十年導演，
現他會好享受家庭生活。問到傳聞
楚原叔患上腦退化？媚姨回應說：
「他沒事，只是小應酬，健康完全
沒問題，他好開心，不過他每三星
期會定期檢查一次，這都是保健檢
查，多年來也有去做的！」

馬詩慧指王敏德成女兒反面教材

跟舊東家合作愉快
JM撐黎明開通明事理

黃夏蕙下月開騷
祥嫂只做剪綵嘉賓

鍾漢良無懼與謝霆鋒比較 夥姚珏開騷夥姚珏開騷 林欣彤壓力大林欣彤壓力大

■■右起右起：：周美鳳周美鳳、、羅霖羅霖、、何紫錀何紫錀、、伍靜雯伍靜雯、、RosemaryRosemary、、馬詩慧與黃佩霞聚頭馬詩慧與黃佩霞聚頭。。

■■汪東城最近購入櫻桃汪東城最近購入櫻桃
小丸子的台灣代理權小丸子的台灣代理權。。

■■林欣彤林欣彤((右右))與姚珏與姚珏
老師即場表演老師即場表演。。

■■鍾漢良再現鍾漢良再現「「阿阿
四四」」囧態囧態。。 李薇李薇攝攝

■■Janice ManJanice Man（（左左））與周汶錡戴上與周汶錡戴上
逾逾5050卡鑽飾卡鑽飾，，閃爆全場閃爆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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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東城的設計天分遺汪東城的設計天分遺
傳自其母傳自其母。。

■■黃夏蕙邀好友祥嫂黃夏蕙邀好友祥嫂、、劉錫賢及劉錫賢及
八両金等到場支持八両金等到場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