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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陳展鵬、黃浩然、陳
凱琳與邵美琪等人昨日為無綫新劇《張保仔》試造型，
劇集題材被指抄襲由鄭中基、陳法拉主演的電影《神秘
寶藏》（前名張保仔），眾主角均表示拍電視劇與拍電
影不同，而且劇集籌備經年才開拍，沒有抄襲成分。
備受無綫力捧的前港姐陳凱琳今年已接拍第三部劇，

亦是她首次挑戰古裝角色，她說：「今次是一部穿越
劇，本身是女警的我，會返到去以前的年代，第一個遇
見的人就是黃浩然（張保仔）。」陳凱琳表示大隊稍後
會到橫店拍外景，預料屆時天氣會寒冷，幸拍清裝有厚

厚的戲服保暖。提到劇集與電影鬧雙胞胎，陳凱琳表示
電視與電影不同，而且在國外也有相似例子，如福爾摩
斯也被拍成電視、電影版，她說：「我知劇集籌備了很
長時間，現在準備好才正式開拍。」
扮演張保仔的黃浩然昨抱恙上陣，他表示一個月前已

有扁桃腺發炎，近日打算操弗身體準備開工，病情又復
發連續發燒，他說：「我已吃了抗生素，醫生說我免疫
力太弱，以前積下來的勞疾現在要還，我都會再去驗血
檢查清楚。」問到浩然開工會否捱不住？他苦笑道：
「盡頂啦，都要拍落水、吊威吔，劇組給我多幾日時間
休息。」至於劇集被指抄襲電影版，浩然說：「他們公
布前我們已經有構思拍，大家是不同的題材。」

陳展鵬剃光頭望轉運
扮演清兵的陳展鵬，笑言趁浩然病就要攞他命，他

說：「今次拍這劇像開化妝舞會一樣有中西交流，而且
有大量CG效果，相信會提升視覺上的效果。」問他不
怕被拿來與電影版比較時，展鵬說：「是兩件事，而且
兩部大家都未看過，電視劇集數多、角色多，有電影會
加強對劇集的感覺。」至於要剃頭演出有否影響展鵬其
他工作，他笑道：「見我標晒冷汗就知，因為劇集要拍
到年底，可能我會買假髮用，或者光頭會幫我轉運，找
到一個女朋友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
慶全）陳志雲、毛舜筠、
莊思敏、森美及阮兆祥昨
日一同出席一慈善單車馬
拉松記者會，陳志雲即場
示範供3至6歲參加的「滑
步車」，場面相當搞笑。
對於之前遭網民惡搞被

指他跟無綫高層余詠珊似
「沒女」Ｍaggie，日前他
跟余詠珊做訪問並合照，
當 時 對 方 自 認 較 似 Ｍ
aggie，故也將此「名銜」
拱手相讓，不過他不介意
將來有機會可以三人大合
照。
今年港姐又被批評賽果

混亂又不公平，志雲表示
他沒有收看，但也有問過
余詠珊，對方也指選出的

並非她心目中的三甲。至
於被指選出三甲才由民選
並非無綫所指從民意選出
港姐，志雲答謂：「綜藝
節目不用太過認真，也是
玩吓，可能是大家有不同
的理念，有些人會覺得香
港小姐不應民選，因為評
判團跟佳麗交談過會知道
她們的品行，也有人認為
港姐是代表香港應由大家
來選，所以可以考慮評判
團與觀眾投票各佔一半分
數。」他指香港小姐是着
重美貌與智慧，只是大家
的準則不同，不過無綫多
搞新意也不是件壞事。
莊思敏是今屆最上鏡小

姐評判之一，她坦言冠軍
是她的心水，當晚她的表

現很好，不過3號黃碧蓮其
實只差一票，她了解過評
判都是在很急的情況下要
二選一，而且現場看佳麗
與觀眾看的會有一定的出
入。但曾志偉聽到三甲入
圍的名單也「Ｏ嘴」？莊
思敏笑說：「都是各花入
各眼，首席評判一早跟佳
麗見過面溝通過，會從外
表及當晚表現給分，私下
談吐也會有分加！」

陳志雲揭余詠珊
自認較似沒女Ｍaggie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
全）楊崢、賈思樂與河國榮
昨日出席美食推廣活動，楊
崢與黃宗澤分手後也沉靜了
一段日子，她表示為籌備明
年推出的飲食書經常不在
港，去過歐洲、美國及東南
亞各國搜羅食譜並拜訪多位
米芝蓮名廚。
問她經常出埠是否沒時間

再拍拖？楊崢笑着表示沒去
想，一切隨緣。但在外地又
有否艷遇？她笑說：「這方
面我比較遲鈍，外國朋友通
常也很好客，但不會去想是
否對我有意思，但慶幸都是

出路遇貴人！」一個人不怕悶？她指
做模特兒訓練有數習慣了獨立。現有
否聯絡黃宗澤？她即落閘說：「不好
意思，不答這個問題了，多謝關
心！」提到黃宗澤被指搭上內地女演
員孫驍驍，還把對方帶到自己的食店
見母親，彼此關係良好，楊崢只着記

者去問當事人好了。要是黃宗澤有新
戀情會否送上祝福？她堅持不作回答
人家的事，只想講自己。問已否是再
見不是朋友？她無奈地說：「可否只
講自己的事？總之只講自己的事。」
是否情傷心情尚未平伏？她只拋下一
句：「不會！」中秋人月兩圓，楊崢
也不會離港，會跟家人做節並親自下
廚煮海鮮餐。
活動司儀宋熙年於中秋會跟男友陳

智燊參加幕後同事的婚宴，問她到時
會否搶花球？她笑言接到當然會開
心，但不會去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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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劇集《張保仔》無抄襲

黃浩然自爆積勞成疾

■陳志雲即場示範供3至6
歲參加的「滑步車」。

■左起：黃浩然、陳
凱琳與陳展鵬昨日為
無綫新劇《張保仔》
試造型。 ■劇中的陳凱琳本是警察，穿越返去以前的年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陳
豪 、 蓋 鳴 暉 （Joyce） 、 陳 智 燊
（Jason）及龔嘉欣昨日出席無綫新劇
《水髮胭脂》煞科飯局。向來好好先
生形象的陳豪，近日竟與朱璇鬧緋
聞，為此，陳豪澄清已是爸爸身份，
不會有緋聞這回事。
陳豪跟《水》劇演員合作愉快，他

自爆Joyce和Jason經常請食飯，以致
他發福。
說到有報道指朱璇「姣媾」陳豪，

男方經常接送她出入，陳豪澄清報道
中的相片只是劇照，因他們在劇中是
扮演情侶角色，提到報道指朱璇是姣
精？陳豪說：「沒有這回事，況且我
都已是爸爸了。」
陳豪透露將開始放假3個月，可以

趁休息時間幫太太陳茵媺分擔照顧囝
囝，又可以教小朋友游水。問他是否
因想追多個小朋友，因而同太太意見
分歧？陳豪否認說：「我們意見一
致，老婆又是我My Queen，我點敢
不尊重她的意思呢？」

Joyce相隔十年再接拍無綫劇集，所以特地自掏
腰包請台前幕後吃飯，說到陳豪埋怨被她弄肥，
她踢爆實情是陳豪食量大：「他真離譜，每餐要
吃兩湯碗飯，有次幫他買外賣，一個公仔麵再加
一件蛋治才足夠。」今次拍劇，Joyce覺得較想像
中辛苦，因外景接廠景，試過有次連計卸妝及再
上妝，只休息了15分鐘，但拍攝過程挺好玩的。
而陳智燊和宋熙年公開拍拖後，男方希望4年

內娶得美人歸，陳智燊直言彼此都見過家長，都
很滿意對方，不過家人沒有催婚，自己希望置業
後才結婚，所以不想先有後婚。

發布會現場，香港藝人黎明以及韓國
SM旗下藝人安七炫、SJ成員崔始

源、f(x)隊長宋茜、EXO隊長Suho及成員
Chanyeol，以及張力尹等作為嘉賓代表出
席。寰亞作為Super Junior（SJ）中國獨
家代理，與SM雙方簽訂新的協議，寰亞
將在中國獨家代理張力尹、f(x) 及 EXO
組合，但不限於電影及電視表演、現場表
演及廣告。
黎明在台上說：「很多人都知道，中國
內地的電影市場蓬勃發展，今年2014年
估計收入超過280億元人民幣，是世界第
二大市場。」而安七炫先用普通話打招
呼，然後用韓語說：「其實韓國觀眾對電
影也很熱愛，去年統計每個韓國人平均看
電影4次以上，是世界第一名。」

為中韓世代友好作貢獻
寰亞主席林建岳表示，寰亞、SM和富

邦攜手合作，就是將中韓人文交流的戰略

落實到文化娛樂產業，推動「漢風」和
「韓流」交融。「我相信，通過這次合
作，將令中國觀眾欣賞到更多韓國優秀影
視藝術，同時也將優秀的中華文化帶到韓
國去。在此，我想用『風好正揚帆』的諺
語，來形容這次的合作，希望為推動中韓
世代友好作出貢獻。」
SM主席李秀滿表示，中國是SM公司

一個非常重要的市場。韓國和中國需要更
多的文化交流與了解。「考慮到中韓之間
日益擴大的經濟及文化聯繫，我們相信與
寰亞在中國結盟，將為SM及寰亞在音
樂、藝人代理及視像娛樂方面的業務取得
重大成功。」
與此同時，寰亞、SM將與富邦金控創

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凱擘影藝股份有限
公司及台固媒體股份有限公司（後三者合
稱「富邦集團」）共同成立龍虎資本，針
對性地投資於主要由MA及SM共同開發
的中國電影和電視項目。這是首個由中國

及韓國夥伴共同成立、集中在中國市場推
廣中韓文化交流及發展的基金。三位共同
發起人將合共提供2000萬美金作為種子
資本，並預計在本月下旬開始，主要向國
際策略性及機構投資者募資。
富邦金控副主席蔡明興表示，富邦與寰

亞和SM共同投資，將見證中國文化創意
產業的增長發展。期待中國票房收入超過

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影和電視娛樂市
場。
寰亞執行董事葉採得在接受本報記者採

訪時稱，基金將會是寰亞現在電影和電視
劇項目的融資架構，將來如果有合適的項
目，會視市場反應作出投資。相信今年內
能成功集資1億至2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 周永恒與趙頌茹（阿
Yu）疑為情爭執釀成家暴，有傳周永
恒搭上生意拍檔劉依靜（Ruby），並
疑有二人的艷照流出。阿Yu昨日終就
事件發聲明，內容如下：「多謝各位記
者朋友們連日來的慰問與祝福，在此我

衷心向大家說聲感謝，感謝你們每一位的慰問及禱
告，你們的支持與鼓勵實在非常重要，我亦會一一放
在心裡（裏）。
而這段時間我真的需要安靜地療傷，知道朋友們都
擔心我的情況，請放心現在我是安好的，很感恩有家
人及弟兄姊妹的愛、支持和禱告，令我可以重新得
力，只是作為母親唯一令我最記掛的就是一對女兒，
但基於現在狀況，實在別無選擇，因為我絕不願意令
小朋友再增添任何傷害，因此我希望事件盡快畫上句
號，我亦會努力，快快回復健康的身、心、靈，繼續
上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賭王何鴻燊四太梁安
琪、狄波拉、陳寶珠昨日出席好友心臟科醫生紀寬樂
診所喬遷之喜，四太聯同保良局歷屆主席贈上「妙手
仁心」牌匾給醫生，拉姑和老公鬍鬚Kong則聯名送上
「得心應手」牌匾。四太和拉姑碰頭後雞逐唔斷，十
分老友。
四太透露即將到來的中秋節會同賭王一起賞月，而
女兒超盈和猷亨都在港可以一起過，超欣和猷君則已
回去開學。
當問到四太有意參選澳門特首嗎？她表示：「無
啦，我老喇，加上太忙，沒這份魄力，(是否在生意上
都逐步退給仔女？)不是退，只是選特首起碼要花10、
20年時間，我幾十歲，人會退化，邊夠後生來？至於
生意上希望培養小朋友，看他們邊個有興趣，再給他
們認識和學習。」
有指超盈專長是設計，四太開通說：「如果是便可
朝這方向發展，我會支持。」問到超欣要是想加入娛
樂圈會贊成嗎？四太思量片刻道：「我當然希望佢幫
我手，如果她有這方面(做藝人) 的專長和能力可以發
揮，不妨一試，我是開放的媽咪。」

梁安琪梁安琪支持子女實現理想支持子女實現理想

趙頌茹發聲明
稱要安靜療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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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與SMSM共擲共擲22千萬美金推動中韓文化交流千萬美金推動中韓文化交流寰亞寰亞
在華獨家代理獨家代理
SJ EXOSJ EXO

與SM共擲2千萬美金推動中韓文化交流寰亞寰亞獨家代理獨家代理寰亞獨家代理
SJ EXOSJ EXO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麗丹、實習記者 陳佩君 北京報道）

寰亞傳媒集團昨日與韓國SM娛樂公司在北京簽署協議，公司
將出任部分SM藝人及樂團(即張力尹、 f(x)及EXO)於中國的獨
家代理人。同時，寰亞並與SM集團及富邦集團共同設立龍虎
資本影視投資基金，投資於電影和電視項目，主打中國和全球
華語觀眾。這將是首個由中國及韓國夥伴共同成立、集中在中國市場
推廣中韓文化交流及發展的基金。

■右起：陳豪、蓋鳴暉、龔嘉欣及陳智
燊出席《水髮胭脂》煞科飯局。

■

梁
安
琪
、
狄
波
拉
等
賀
好
友
診

所
喬
遷
之
喜
。

■■趙頌茹趙頌茹

■■崔始源崔始源、、宋茜宋茜、、SuhoSuho、、ChanyeolChanyeol及張力尹等點燃火炬為合作儀式助威及張力尹等點燃火炬為合作儀式助威。。

■■寰亞主席林建岳寰亞主席林建岳、、SMSM主席李秀滿主席李秀滿、、富邦金控副富邦金控副
主席蔡明興和藝人等共同觸摸水晶球宣佈龍虎資主席蔡明興和藝人等共同觸摸水晶球宣佈龍虎資
本基金成立本基金成立。。 高麗丹高麗丹攝攝

■■左起左起：：崔始源崔始源、、黎明及安七炫黎明及安七炫

現身支持寰亞與現身支持寰亞與SMSM結盟結盟。。

■■楊崢楊崢、、賈思樂與河國榮賈思樂與河國榮
稱榮幸參與活動稱榮幸參與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