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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嘲現代文盲
香港文匯報訊 陳玉蓮、劉培基、鄭明明、顏子菲等前晚

出席「王玉環十全十美廿載情」慶祝晚宴，祝賀息影女星
王玉環轉戰保險界 20 年的輝煌成績。「小龍女」陳玉蓮坦
言對科技沒什麼要求，連智能手機的基本功能都不太識，
即使微信也是不久前才學懂，因此她自嘲是現代文盲。

自嘲是現代文盲的陳玉蓮不久前才學懂
用微信和朋友聯絡，問她可會再回港

拍劇？她表示拍完《名媛望族》之後都有傾
過，但因她放很多時間在內地的山區工作，
要遇到適合的劇本才會拍，又說之前的都是
劉松仁找她拍劇，笑指其他人可能覺得她
惡，但其實她是嚴謹和內向。

劉培基指「佔中」礙民生
至於顏子菲被問到亞視近日拖糧一事，她
表示已離開亞視三個月，但知道很多舊同事
都要養家供樓，希望他們不會對公司失去信
心，並謂離開亞視後已簽新經理人公司，公
司正為她洽談代言工作，亦會返內地發展，
希望能與表姑姐張茜和張衛健合作拍劇。

另外，劉培基表示與王玉環認識多年，感
情要好。前晚是梅艷芳的冥壽，劉培基指梅
艷芳離開之後，他每年的10月10日都會留在
家懷念梅艷芳，但前晚就為了支持王玉環才
出席活動，問他覺得如果阿梅仍在生，可會
為最近的「佔中」事件發聲？他即表示不能
代表阿梅說話，雖然他經歷過暴動和民運，
但就強調自己對政治完全冷感，認為香港有
今日是幾代人的努力得來，他指學生受過教
育，有訴求有自己的想法，「和平佔領」可
在維園坐，在旺角和銅鑼灣會影響好多人，
學生要大家體諒他們，但他們要先體諒被影
響的人，他不理解為何學生要這樣做，認為
「佔中」阻礙民生就不對，如果他有子女參
加「佔中」，他會很傷心。
■劉培基與王玉環認識多年，感情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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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中國金鷹節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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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電 第十屆中國金鷹電視藝術節暨第
27 屆中國電視金鷹獎前晚在湖南長沙啟幕。
伴隨着璀璨燈光，頭戴耀眼皇冠、身穿魚尾
水鑽長裙的「金鷹女神」趙麗穎華麗現身，
正式揭開此屆金鷹節大幕。
當晚八時許，新晉「金鷹女神」趙麗穎，
站立在舞台中央一個璀璨「鑽石」中，伴隨
着呼嘯而來的「金鷹」，她從中「破空而
出」，驚艷亮相。隨後，劉歡、孫楠、金志
文、譚維維、張傑、張靚穎等明星登台獻
唱，帶來一首首膾炙人口的經典影視歌曲。
導演吳子牛也攜《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劇
組亮相，同觀眾一起回憶那段崢嶸歲月。
上屆金鷹節大獲好評的《主持人盛典》今
年被取消，但主持人同台「鬥嘴」元素仍在
開幕式中得以體現。湖南衛視主持人何炅、

錄影
「中國版 RM」
豁出去

Baby 被看好成王牌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
版 Running Man」 、 浙
江衛視綜藝騷節目《奔跑
吧兄弟》前晚正式開播。
由鄧超、Angelababy、王
祖藍、王寶強、李晨、陳
赫、鄭愷組成的嘉賓不但
沒有出現此前受到疑慮的
「豁不出去」的狀況，反
倒在節目中一個比一個拚命，Baby 更是
出人意料的最快進入狀況，在遊戲環節
中表現英勇，不少網友更推測Baby很有
可能成為王牌。
Baby 與陳赫、鄭愷組成藍隊。第一
個任務是讓人始料不及的「白蛇指壓
板奔跑」，長長的跑道由硌腳的指壓
板鋪成，讓「跑男」們一時間看傻了
眼，但 Baby 最快進入比賽狀態，早早
脫掉鞋子站上指壓板，並趁紅隊準備
比賽的時間進行適應訓練。在藍隊擔
任第二棒的 Baby 表現果然不負眾望，
以極快的速度輕盈度過了火線障礙，
Baby 調侃因為自己屬蛇，才會身手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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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輕鬆穿過障礙物。節目中，Baby
完全不見其柔弱的一面，她也直言自
己是「真漢子 Baby」。

與金鐘國緣慳一面

在第二個遊戲「記憶飛餅」中，雖然
口中直喊着「害怕」，但她還是甘願替
在第一輪受傷的隊友陳赫，坐上飛椅接
受隨時落水的可能。而遊戲中一次次被
彈落水的Baby不但沒有退卻，反倒越挫
越勇，為藍隊提升了士氣，最終在該輪
遊戲中獲得第一條任務線索。
來到終極任務，各隊需要在最終場所
獲得寶物箱的密碼，並在過程中躲避被
「帶着鈴鐺的人」撕掉名
牌從而淘汰。遊戲中，隊
友鄭愷兩次慘遭「鈴鐺使
者」金鐘國的秒殺，藍隊
只剩 Baby 一人單槍作戰，
可惜黃隊在鄧超和李晨兩
位的強強聯手下贏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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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金鐘國碰面。

汪涵，央視名嘴朱軍、撒貝寧、畢福劍，浙
江衛視主持人華少等悉數上陣，講述電視主
持人的酸甜苦辣和心靈感悟。
據悉，本屆金鷹獎評選共收到全國各類參
評作品 585 部，主辦方此前已公佈部分獎項
評選結果。其中，《焦裕祿》、《尋路》榮
獲最佳電視劇作品獎，《大秦帝國之縱橫》
等 19 部作品榮獲優秀電視劇作品獎。劉江和
趙寶剛分別憑藉《咱們結婚吧》和《老有所
依》獲得最佳導演獎。《最強大腦》榮獲最
佳電視文藝節目作品獎，《中國漢字聽寫大
會》等 8 部作品榮獲優秀電視文藝節目作品
獎。
而本屆金鷹節的最大懸念—「最受觀眾喜
愛男女演員獎」會在今晚的閉幕式頒獎晚會
上揭曉。

甘為翁美玲「食死貓」29 年

湯鎮業自言撐得住
香港文匯報訊 湯鎮業日前
接受電台訪問，剖白 85 年翁
美玲自殺一事對他的影響，
並細說他越過波折後對人生
的感悟。
明年就是一代紅星翁美玲
逝世 30 周年，時至今天，仍
有不少人指湯鎮業花心害死 ■湯鎮業 (右)強調自己並不
翁美玲，好友苗喬偉兩年前 花心。
曾於內地節目《魯豫有約》為湯鎮業平反，指外間不了解當
年事發時湯鎮業與翁美玲已分手，翁美玲自殺與湯鎮業無
關，對此湯鎮業表示：「我很感激苗喬偉，同時又感到很抱
歉，因為他為了我被別人指摘。不過都這麼多年了，她是一
個那麼美好的人，無謂摧毀她，所以都不需要平反了！當年
離開，是跟報道有關，做這一行就預了沒自由，不開心的報
道就別看。 (不平反不會覺得自己『食死貓』嗎？)作為男
人，撐得住！所有事情都是注定的，反正我也捱過了，上天
會知道我是不是個好人，這些事也令我更積極面對人生！」

拒為翁美玲辦悼念活動
湯鎮業早年曾於微博發文紀念翁美玲，被問及會不會記掛
已去世的舊愛，他說：「都掛念了這麼多年，如果現在我還
非常想念她，對太太也不公道吧！人生確有很多畫面，也不
可能將過去全部刪掉，但也要看目前的人生吧！(於翁美玲逝
世 30 年有悼念活動嗎？)我也很難做的，做什麼也會被別人
罵、說我博宣傳，我也有家庭壓力，因此我現在都盡量不再
提這件事情、不提及她了！」
湯鎮業剛巧四段姻緣都是遇上生肖屬豬的女性 ，其中三位更
為他生下共六名子女。縱有多段姻緣，但他強調自己並不花
心：「我對每一段情也專一，每每結束了一段情才會再次開展
新戀情，只能說自己容易投入(愛情)，才會令人覺得感情一段接
一段！不過，作為父親，我覺得自己很檢點、很有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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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雲演心理病患者過足戲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劉青雲
在電影《暴瘋語》中飾演高智商又有
嚴重暴力傾向的心理疾病患者范國
生。問青雲這次為何會接演這麼重口
味的作品？他笑說：「導演之前跟我
講這是一個很危險的兇徒，但是他
很有型，他的後半句徹底打動了
我，導演還告訴我，電影裡我會有很
帥氣的長髮造型，當時我開心得忘了
問片酬！」他很認真地說：「其實每
個演員心裡都會期待一部真正有挑戰的
作品，可以讓自己在新鮮的嘗試中求得
突破，這次我不敢說是顛覆自我，但
《暴瘋語》這部戲讓我真的過了癮。」
黃曉明飾演范國生的主治醫生周明

■劉青雲(右)在片中一步步地把黃曉
明逼入絕境。
傑， 預告片中，黃曉明一步步被范國
生逼入絕境，最後仰天長嘯，戲外，
他則坦言自己很享受片中的這種歇斯
底里：「《暴瘋語》中人物表達感情
的方式比較激烈，其實也為自己提供
了一個釋放壓力的渠道。」

黃奕黃毅清正式離婚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女星黃奕與
其夫黃毅清由去
年開始不時在微
■ 黃 奕 與 第 二 任 博隔空開火，黃
老 公 黃 毅 清 在 結 奕更曾控訴慘遭
婚 1 年多後已爆出 家暴。經過多月
婚變。 資料圖片 來的擾攘，黃奕
昨日終在微博發聲明表示已與黃毅清離
婚。另她附上一張抱着女兒靜靜地看風
景的照片，她寫道：「我最大的願望就
是用全部的愛陪伴女兒成長，懷中的她
是我的未來與希望，亦是我的堅強與支
撐。母女偕行，相互取暖。」黃奕似在
暗示女兒的撫養權歸於她。
昨日中午，黃奕透過微博宣布：
致所有的朋友：

2014 年 10 月 10 日，我與黃毅清先
生經法院調解正式離婚。
在此，我要為近期給公眾帶來的困
擾和影響表示最誠懇的歉意。同時，
感謝我的父母、親友、粉絲、律師等
在這段時間給予我的關心和鼓勵。若
無你們的支持與陪伴，我恐怕無力面
對所有紛擾。
婚姻生活，冷暖自知，無以言表，
但傷痛終將過去，經歷讓人成熟。
我最大的願望就是用全部的愛陪伴
女兒成長，懷中的她是我的未來與希
望，亦是我的堅強與支撐。母女偕
行，相互取暖。
感謝大家！
黃奕
2014年10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