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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瑋燦上海報
道）上海國際電影節期間舉辦的《荷里
活直通車》發布會於昨日舉行，2014年
度奧斯卡金像獎獲獎導演Malcolm
Clarke、前奧斯卡評委會主席Sid Ga-
nis、台灣男星明道等出席。
發布會上，本年度奧斯卡金像獎最佳
紀錄片《六號女人》（The Lady in
Number 6）、首部中美合作荷里活大片
《日月人魚》（The Moon& The
Sun）、美國政府獎獲獎影片《出離
心》三部影片進行了預告發布。Mal-
colm Clarke表示，除了正在拍攝的一部
關於中美關係的紀錄片《善良的天使》
（The Kind Angel），今年內他還將在

中國拍攝一部電影，目前正在策劃中。

明道現場擔任翻譯
Malcolm Clarke前不久在中國拍攝

他的最新紀錄片《善良的天使》，該片
以研究中美兩個超級大國如何互利共
存，達成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型大國關
係作為命題。全片包含9個故事，其中
的一個記錄了去年《變形金剛4》在中
國進行的演員招募海選活動。昨晚他還
會去《變形金剛4》的放映現場拍攝他
的紀錄片。同時，他表示年末還將在上
海拍攝一部電影，該片啟用中國演員，
但Malcolm坦言不會中文，還需更多練
習。

電影《日月人魚》也在發布會上作了
新片預告。據總製作人龐洪介紹，該片
由國際知名影星Pierce Brosnan與內地
影星范冰冰領銜主演，在法國凡爾賽宮
實景拍攝，創作人員幾乎全部採用奧斯
卡班底。而另一部影片《出離心》則是

內地新銳青年導演石頭的音樂紀錄片作
品。
現場，明道不時擔任翻譯的角色，並
現場獻唱為發布會助陣。他笑稱，如果
Malcolm Clarke導演需要練習中文，他
非常願意幫忙。

傅嘉莉盼挑戰「八婆仔」角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凡文）由陳彥行、Kawaii主持的《大

家「真」風騷》昨日請來傅嘉莉（Kelly）、呂俊昊、許嘉偉
擔任嘉賓。Kelly早前與關禮傑合作拍攝劇集《愛我請留
言》，她大讚對方好戲，令自己不用熱身就能全情投入角色。
談到角色上的突破，
Kelly希望可以演「八
婆仔」的角色，她更直
言可以去得更盡。而呂
俊昊則透露，原在北京
擔任模特兒，因來港探
望朋友，被公司發掘而
留港發展。他更曾就讀
於北京電影學院，與陳
彥行份屬師姐弟！

香港文匯報訊草蜢於今年舉行入行29年來第7次紅館演唱
會，可謂香港跳舞組合的鼻祖。
1995年，草蜢離開梅艷芳一手引薦的寶麗金唱片公司，遇

上事業瓶頸位，被邀請加入台灣滾石唱片，那時的草蜢想尋
求突破和轉換環境，亦因可觀的酬勞，便應邀加入。
於滾石唱片短短3年，草蜢只是做了一張廣東唱片和一張

國語唱片，為何如此少產量？他們表示因台灣跟香港的唱片
公司運作有所不同，程序較繁複，歌手與公司之間亦需要時
間磨合，所以需花較多時間出唱片。但三子異口同聲否認被
滾石唱片害死，也不後悔加入。蔡一傑說：「我們都認為那
是個很值得的經驗，當時整個市場在轉變，我們需要時間思
考方向，看清形勢才出擊，不會胡亂推出一些低質素的唱
片，公司亦很着緊我們在市場上的定位。」
2000年草蜢離開滾石唱片，其後5年甚少於香港樂壇露

面，有傳草蜢解散了，三子否認，更揚言草蜢從沒有解散
過，相信將來亦不會。對於曾被邀單飛發展，蔡一傑坦言更
重視的是兄弟情和草蜢建立的一切：「有很多人曾找我單飛
發展，想分化我們，我也有想過，但最終也沒有心動，因為
我覺得草蜢發展得很好，幾百萬張唱片銷量是多麼厲害的
啊！加上單飛發展必定要投資很多心機和時間，始終我們是
兄弟嘛！是義氣仔女！」

草蜢成軍29年曾被分化
蔡一傑想過單飛

香港文匯報訊前港姐鄭文
雅近日為《Nat Geo Awards
攝影及記錄片大賽2014》擔
任評審，昨日現身尖沙咀出
席頒獎禮並頒發獎項，丈夫
虞哲輝亦當跟得丈夫，於場
外默默支持。
鄭文雅息影多年仍保持苗

條身形，她自言今次當評
審，特別要於3月至6月期間
不停揀相。她笑言：「今次
除了量多，揀相難度高，以
往是睇實體菲林的相片，現
在數碼化要望電腦耗費精神
兼疲倦。」
鄭文雅並表示之前與丈夫

外遊希臘一個月，自言上次
到希臘外遊已是32年前的
事，回想當年，她透露自己
是攜着背囊及相機出門。她
並稱：「當年已是獨行俠，
今次我和丈夫兩個人去，相
隔三十幾年再去睇！」對於

丈夫可有幫她影寫真？鄭文
雅坦承是泳裝照，但主要都
是私人欣賞。問及相隔多年
可考慮再推泳裝寫真，鄭文
雅笑道：「這要我丈夫批
准，不過都是他私人欣
賞！」她又表示，今次外遊
當地藍天白雲，自己穿泳衣
攜了相機，因此丈夫才話幫
她拍照，她笑道：「多年來
外遊都是老公幫我影相！」

鄭文雅外遊再影泳裝寫真

名導Malcolm Clarke擬赴中國拍片

有武器有武器防防「「小三小三」」
笑言笑言

Mandy Lieu想拍荷里活片

JCJC笑言笑言
有武器有武器防防「「小三小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Mandy Lieu 與Jessica C.昨日一同出

席護膚品牌舉辦的遊艇派對，二人穿船P裝清涼亮相。Mandy

Lieu更加谷胸騷長腿，首度撼低「警鐘胸」JC。JC剛於

大馬拍戲，當中的揸槍戲也會展露性感，JC昨日再

強調與安志杰只是朋友，而她亦不怕有女生

向男友埋身，她笑說因她有槍。

JC昨穿上6吋高踭鞋，她表示也喜歡在
夏天出海，她更有個夢想是跟男友出

海環遊世界，相信這要在度蜜月時才能實
現。JC剛於大馬完成電影拍攝回港，戲中與
陳嘉桓及鄧麗欣合作，且感覺她倆
也很友善，不過女仔多總會有些競
爭。問到她是否最性感？她表示也
不知道，只知自己動作戲不少，尤
其槍戲也會展露性感。
談及之前跟安志杰傳緋聞，JC指
彼此只是朋友，雖然會傾電話，但話
題也是以講電影為多，男友也對她予
以信任，且男友也不認識安志杰。但
反過來會否怕有女生向男友主動？JC
笑說：「哈哈，我有槍，不會怕！」

Mandy被捽手仔臉紅
Mandy即場試用產品時被男化妝師
捽手仔，她竟臉紅起來更笑說：「好
爽，不過我是說產品！」她埋怨一直都
很忙沒時間去遊船河，但剛來港時試過
出海游泳，卻皮膚敏感長出風癩。
Mandy日前捧場去看《變形金鋼4》
香港首映禮，她大讚男主角麥克華堡靚
仔又健碩，可是當日她沒「集郵」，只
是遠望已很滿足。Mandy指她都希望拍
荷里活製作，即使過鏡都是難忘的經歷。
索性物色一位荷里活男友？Mandy笑指不
是去街市買芥蘭般容易，一切隨緣。談及
《變形4》工作人員對香港傳媒不禮貌，

她說：「我撐你們，但當時我已經走了不知
這件事，我到場的部分未見混亂，其他的則
不知道，只見參與音樂會的人都很開心。」

JCJC ■Mandy■Mandy被化妝師捽手被化妝師捽手
仔時臉紅掩臉仔時臉紅掩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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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2日 今日電視節目表 （星期日）

有線電影1台無綫翡翠台

8:00 藝坊星期天
8:30 耆康會呈獻：開心老友
記
9:00 文化廣場
9:30 特命戰隊
10:00 鋼之鍊金術師FA
10:30 女管家三田
11:55 宣傳易
12:05 城市論壇
1:00 午間新聞
1:10 瞬間看地球
1:15 2014 FIFA 巴西世界盃 -
午間匯報
1:45 流氓醫生
3:50 功夫普通話
4:00 Battle Spirits少年激霸
4:30 猩猩補習班
5:00 奇幻魔法Melody IV
5:30 足球騎士
6:00 蘇麗鐘錶特約：財經透
視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2014 FIFA 巴西世界盃 -
森巴速遞
7:05 好想藝術
7:35 鏗鏘集
8:00 吾淑吾食 及 2014 FIFA
巴西世界盃 - 森巴速遞
9:00 快樂聯盟
10:00 2014 FIFA 巴西世界盃 -
熱爆巴西
10:30 2014 FIFA 巴西世界盃 -
黃金戰報
11:00 晚間新聞
11:20 天氣報告 及 瞬間看地
球
11:30 2014 FIFA 巴西世界盃 -
黃金戰報
12:30 蘇麗鐘錶特約：財經透
視
1:00 宣傳易
1:10 血色草莓夜
3:10 無電影：咫尺疑魂

無綫明珠台

9:00 中國文化專題講座：北京
古建築與中國建築文化
9:55 科學探索：香港的環境研
究
10:25 旅遊
10:55 粵劇傳承新世代
11:20 OER大學 :全球創新與可
持續發展的教育未來
11:50 數學無邊界
12:50 公開大學簡介
1:05 校友分享系列：中國市場
的前景展望與職場文化
2:00 「法」妻 (III)
2:50 音樂熱點
3:00 2014世界房車錦標賽
3:30 世界七人欖球巡迴賽
3:55 科學小知識 (II)
4:20 傑克與夢幻島海盜
4:45 冒險王奇克
5:10 馬達加斯加的企鵝 (III)
5:35 吾家查莉 (IV)
6:00 普通話新聞及天氣報告
6:15 音樂熱點 及 2014 FIFA
巴西世界盃 - 明珠森巴速遞
6:25 主播一家親
6:55 財經雜誌
7:25 2014 FIFA 巴西世界盃 -
明珠森巴速遞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
7:50 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2014 FIFA 巴西世界盃 -
明珠黃金戰報
8:30 全美超級模特兒新秀大賽
及2014 FIFA 巴西世界盃 - 明珠
森巴速遞
9:30 周末大電影: 海神號
11:30 晚間新聞
11:45 瞬間看地球
11:50 財經雜誌
12:20 新福爾摩斯 (II)
2:05 全美超級模特兒新秀大賽
2:55 音樂之都 (III)
3:25 求變先鋒
3:50 音樂熱點

鳳凰衛視中文台亞視本港台

6:00 大丈夫
7:35 香江怒看
7:55 當年今日
8:00 科學耆績
8:30 ATV粵曲會知音
9:00 芭蕾小精靈
9:30 通識小學堂 (周日版)
10:00 夢月精靈
10:58 iFit@tv
11:00 功夫普通話
11:05 平約瑟牧師 - 新造視頻
11:35 顏色革命．十年反思
12:25 當年今日
12:30 十二點半新聞／天氣報
告
12:50 賽馬直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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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 iFit@tv
7:00 ATV星級演唱會: 好音
樂．唱不停
8:30 自由自在食住行
9:00 奇趣百科
9:30 星河展現．濠江情
10:00 良醫有方 - 滅癌獻愛心
10:30 金錢世界
11:00 ATV 每日一歌
11:13 當年今日
11:15 夜間新聞
11:50 賽後你點睇
1:10 自由自在食住行
1:40 星河展現．濠江情
2:10 奇趣百科
2:35 良醫有方 - 滅癌獻愛心
3:05 與星光同行之春到人間
5:20 ATV 每日一歌
5:30- 金錢世界

6:00 Music 120
7:00 新聞早點 -中國新聞報道
7:30 文化報道
8:00 天路導向
8:30 日之達人
9:00 權能時間
10:00 日語大放送
10:30 尋找他鄉的故事
11:00 消防員阿森
11:30 飛天小金魚
12:00 Music 120
2:00 生命的觸動
3:00 動物大百科
3:30 歷史知多D
4:00 小寶哥
4:30 消防員阿森
5:00 獸旋戰鬥
5:30 動物通通識
6:00 中國新聞報道
6:25 日語大放送
6:55 警訊
7:00 暢遊廣東144小時
7:30 新聞及天氣報告
8:00 時事縱橫
8:30 日之達人
9:00 探索宇宙
10:00 娛樂Fit人
11:00 夜間新聞
11:20 時事縱橫
11:50 尋找他鄉的故事
12:20 日之達人
12:50 探索宇宙
1:50 娛樂Fit人
2:50 Music 120

亞視國際台

6:20 皇牌大放送
7:45 健康好滋味
8:00 周末晨早播報
8:25 鳳凰氣象站
8:30 風雲對話
8:55 鳳凰氣象站
9:00 問答神州
9:30 馬道成功
10:05 星光大劇院
10:25 財智菁英匯
10:50 環球人物周刊
11:30 笑逐言開
12:15 健康好滋味
12:30 週末正午播報
12:55 鳳凰氣象站
1:00 一虎一席談
1:55 一周財經新趨勢
2:35 公益中國
3:30 皇牌大放送
5:00 我們一起走過
5:45 健康好滋味
6:00 風雲對話
6:25 社會正能量
7:00 一周財經新趨勢
7:45 寰宇大戰略
8:30 名人面對面
9:00 時事直通車
9:40 我的中國心
10:30 築夢天下
11:00 大政商道
11:30 馬道成功

7:50 星願
9:45 財神到
11:50 天眼跟蹤
2:15 古惑仔情義篇之洪興十
三妹
4:30 葉問2
6:45 甜蜜蜜
9:00 光輝歲月
11:05 賭俠大戰拉斯維加斯
1:05 食神
2:55 我不賣身．我賣子宮
4:45 大丈夫2

有線體育台

6:00 FIBA 籃球世界
6: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8:00 FIBA 籃球世界
8:30 世界盃體操賽-馬里博爾
站
10:30 FIBA 籃球世界
11:00 全國乒兵球錦標賽
1:00 FIBA 籃球世界
1:30 體壇『撐、撐、撐』
2: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3:30 世界盃體操賽-馬里博爾
站
5:30 FIBA 籃球世界
6: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7:30 體壇『撐、撐、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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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BA 籃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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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9:20 導視
9:22 公益宣傳短片
9:26 電視劇花木蘭傳奇
10:12 公益宣傳短片
10:15 電視劇花木蘭傳奇
11:01 導視
11:02 公益宣傳短片
11:06 電視劇花木蘭傳奇
11:52 請您欣賞
11:52 公益宣傳短片
11:54 導視
11:56 公益宣傳短片
12:00 新聞30分
12:30 導視
12:32 公益宣傳短片
12:35 今日說法
1:29 公益宣傳短片
1:33 導視
1:34 公益宣傳短片
1:35 電視劇兄弟車行
2:21 公益宣傳短片
2:26 大劇場 遠遠的愛
3:11 公益宣傳短片
3:13 大劇場 遠遠的愛
3:59 請您欣賞
4:00 公益宣傳短片
4:03 導視
4:04 公益宣傳短片
4:08 生活提示
4:12 公益宣傳短片
4:15 第一動畫樂園
4:41 第一動畫樂園
4:58 第一動畫樂園
5:12 第一動畫樂園
5:57 公益宣傳短片
6:01 國際藝苑
6:56 導視
6:58 公益宣傳短片
7:00 新聞聯播
7:30 公益宣傳短片
7:31 天氣預報
7:37 公益宣傳短片
7:39 焦點訪談
7:55 公益宣傳短片
7:57 導視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6:00 中國新聞
6:13 中國文藝
7:00 中國新聞
7:28 海峽兩岸
8:00 中國新聞
9:02 薈萃節目
9:38 薈萃節目
10:14 薈萃節目
10:50 薈萃節目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00 體育在線
1:30 留住手藝5
1:43 漢武大帝
2:30 漢武大帝
3:15 漢武大帝
4:03 漢武大帝
4:50 中國古樹2013 4
5:00 中國新聞
5:15 城市1對1
6:00 中國新聞
6:15 中國文藝
7:00 中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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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無限
11:00 今日亞洲
11:26 中國文藝
12:11 文明之旅
1:00 中國新聞
1:15 體育在線
2:00 新聞聯播
2:35 精彩一刻
2:50 天天飲食
3:00 流行無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