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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龍劍笙(阿
刨)號召力驚人，十場《任藝
笙輝念濃情》票飛甫開賣，
只需半小時已告滿座。連日
來主辦單位新娛國際不斷收
到要求加場電話。負責人丘
亞葵(Vigo)為此特別與阿刨
商量，阿刨同意對方加場之
請，現決定由12月11日至

21日，在演藝學院加開十場，12月16日休息，門票定
於10月18日發售。得到戲迷熱烈支持，阿刨及工作團
隊感到興奮不已。10月12日是阿刨農曆生日，她的一
對拍檔妹妹李沛妍及鄭雅琪特別送上蛋糕，恭賀阿刨
生日快樂。問及阿刨生日願望，她笑言：「身體健
康，世界和平，人人都開心愉快。」10月12日也是演
出團隊圍讀劇本的日子，阿刨與阮兆輝、任冰兒、黎
耀威、詹浩鋒、盧麗斯、林子青及音樂師傅高潤權、
高潤鴻兄弟，一絲不苟圍讀兼敘舊。工作完成後，好
友設宴為阿刨慶祝生日，席間各人大唱生日歌，連平
日甚少唱歌的Vigo，也開腔唱了一首傳統的生日歌，
各人聽後反應熱烈，歡樂聲此起彼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 ）鋼琴家李雲迪將於12月
13日假紅館舉行「王者幻想
EMPEROR FANTASY 世 界
巡迴演奏會」，昨日李雲迪穿
上筆挺西裝現身記者會，並即
場彈奏一曲，而他剛於上周二
生日，大會特地推出蛋糕為他
補祝。演出經驗豐富的李雲

迪，過往多是在音樂廳舉行演奏會，這次是首度踏上
紅館開騷，對他而言是很大挑戰和突破，他說：「紅
館是較多舉辦流行音樂，今次選這場地是希望把古典
音樂普及化，能讓更多年輕人感受到，其實音樂對小
朋友的修為亦很有幫助。」但說到會否辦校，他覺得
這是未來事情。有關演奏會的細節正在研究中，邀請
嘉賓方面也在考慮中，說到其生日願望，李雲迪表
示：「希望演出成功，可以影響更多年輕人去了解古
典音樂，而他剛過去的生日於蘇州音樂會度過，他覺
得這樣慶祝是最圓滿及開心，因為可以用音樂在台上
分享是最幸福的事。當提到會否邀請女友來港欣賞演
出？他即避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由吳
啟華主持《守護生命的故事2》將於下
周一推出，在昨日的有關記者會上，出
席嘉賓尚有港姐冠軍邵珮詩和亞軍王卓
淇等。啟華透過這節目豐富醫學上知識
不少，問到是否監察屋企人的飲食健
康，他自言會盡量勸家人吃得健康和多做
運動，但不會監管他們，只會提醒要多吃
菜，其女兒在飲食上有否不良習慣？啟華
無奈道：「內地食得幾唔健康，好似羊肉串
等太多味精，但難以控制，我也沒法子，不
過囡囡尚幼應該問題不大。(安排囡囡來港定
居？)我都希望帶她來港，不過唔係我話事，
囡囡還差一年便升讀小學，希望這一年能勸服
他們來港居住，讓囡囡接受香港教育。」
談到工作計劃，啟華透露明年應該幫無綫拍

劇，但尚未有人接洽，笑言可能是自己一廂情
願，因已預好明年初至年中的檔期出來，視乎劇
本是否適合，另方面，啟華正忙有份投資的醫
療生意，他負責把產品推擴讓更多人認識。
另外，港姐邵珮詩有關注飲食健康，平日會多

菜少肉和多飲水，又自爆以前最怕吃苦瓜，現會逐

漸嘗試。問到入行後飲食不定時，會否令身體變
差？「唔會，可以適當編排時間，又會補充體力。
稍後有份主持《安樂窩》的她，期待早日有拍劇機
會。
王卓淇表示入行後身體變得更好，因過往很少做

運動，現在則愛上跳中國舞和拉丁舞，不僅能保持
體態美又很健康，可謂一舉二得，同時又慢慢改掉
偏食的習慣。她透露將於11月20日到英國倫敦參加
世界小姐選舉，屆時要發揮才藝一面，正努力學中
國舞備戰，雖然本身有點跳舞底子，但還得努力加
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電影
《一個人的武林》獲邀參與第58屆倫
敦 電 影 節 （BFI London Film
Festival），更於當地時間10月12日
晚上舉行世界首映禮，英皇主席楊受
成、行政總裁利雅博、導演陳德森、
男主角甄子丹、演員白冰等現身出
席。雖然現場適逢大雨，紅地氈上人
人擔遮撐傘，但仍無阻一眾影迷的熱
情。
電影今次獲邀參與倫敦電影節的
「驚慄單元」（Theofficial THRILL
selection），並於當地時間10月12日

晚上假Empire Leicester Square戲院
舉行世界首映禮。男主角甄子丹和妻
子汪詩詩以一襲黑色造型結伴出席，
現場不停下大雨，紅地氈上依然人山
人海，所有丹迷也在風雨下等待，當
中不少更由酒店追到去首映現場！一
眾嘉賓雖然都有點狼狽，但同時亦被
大家的熱情感動，特別是甄子丹，合
照、簽名、訪問全部有求必應，更與
一名小粉絲臉貼臉合照。雖然下大
雨，但大家也認為「水為財，所以落
雨是好事」！現場亦有一位坐輪倚的
傷殘粉絲專程到訪，令甄子丹深深感

動，特別走過去握她的手合照。
完場後，在倫敦電影節策展人

Clare Stewart邀請下，大家一同出席
酒會和晚膳。席間，Clare Stewart向
導演陳德森表示，內有很多昔日功夫
片前輩和武術指導客串，例如楊盼
盼、姜大衛、董瑋、徐小明、袁祥
仁、羅禮賢、梁小熊、鄒文懷等
等，令人非常回味功夫片最光輝
的歲月；令陳德森感到非常驚
喜，想不到遠在英國，竟然有不
少人認識一眾港產片前輩。

戴上長假髮現身的安仔，透
露劇中飾演超市搬運工

人，後來再轉戰參選立法會議
員，角色似枚炸彈，無事就是一
個正正常常的市民，但有少少躁
狂及自我，但愛幫人發聲，他
說：「呢類人物香港都想多點，
我都想做到引發共鳴。」

扮「維園阿伯」嗌到聲沙
安仔透露其中一場戲會參考
每個星期在維園舉行的《城市
論壇》來拍攝，要反枱狂嗌，
很多時都要嗌到聲沙，幸好劇
組會遷就他，讓他休息養聲。
說到他豈不是成了「維園阿
伯」？安仔笑道：「我抗爭
你。」問到劇集播放時，可擔
心被觀眾投訴？安仔坦言唔擔

保會無投訴，他說：
「套劇希望與網民同
樂，網民係部劇的指
標，唔可以忽略他們
表達的意見，我相信
正面的可以蓋過投訴，唔擔保
無投訴，有自由，相信支持多
過投訴。」問到可有信心憑
《老》劇問鼎視帝？安仔看淡
說：「這些唔好講，唔好抱太
大期望，做好本分，言之尚
早，公司好多人有付出，要表
揚，每一個都值得表揚。」

蚊蚊生日與老公玩煮飯仔
剛過生日的蚊蚊，透露生日當

天與老公陳十三在屋企玩煮飯仔
過二人世界，問到老公送了甚麼
禮物給她？蚊蚊甜笑說：「我想

換部電動車，老公叫我去睇，但
我沒有時間去睇。」蚊蚊指雖然
電動車夠環保，但又擔心有危
險，她笑道：「我擔心揸電動車
去外景地方無得叉電，以我甩甩
漏漏性格，我驚去到外景地之
後，唔夠電返屋企。」出場時蚊
蚊被司儀以「論盡蚊」來介紹
她，蚊蚊自言此名得來全因她的
性格「論盡」，經常都會撞親及
遺失物件等，她說：「我成日在
錄影廠撞親、跣親，好彩有人接
住，可能係第二次合作，大家都
十級戒備，尤其是安仔，不過咁
多人保護都幾好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許志安、Dear Jane、Sup-
per Moment及觸執毛將於下月
22日舉行音樂會，昨日全男班出
席記者會，安仔笑指今次的演出
陽氣好盛，連同他在內共有十四
人。他謂第一次演出拉闊音樂會
是在98年，跟陳慧琳合作的，而
這次合作的組合都是首次合作。
問到安仔會否想跟鄭秀文(Sam-
mi )「夫妻檔」演出？安仔指之
前的確曾有人邀請他們同台演
出，但檔期遷就不到。
最近有指安仔以四千幾萬購入淺水灣一個豪宅單

位，對此安仔大方承認，他說：「買樓是為未來努
力，所以就買了。(會自住還是投資？ ) 呢個會兩方
都諗，遲些先啦。」再問到淺水灣的物業是寫誰的
名？安仔直言查冊是寫他的名，因為自己唔識投
資，覺得買樓對未來的日子會好些。
至於報道指Sammi亦在該區有物業？安仔稱不知
道Sammi買了甚麼，更笑說：「唔問就最好，大家
獨立少少，（你驚佢問返你？）唔問好。(你手頭上
有幾多物業？)我冇呀。唔多㗎。」提到Samm近日
為了患病的朋友憂心忡忡，安仔指其實是她的助
手，但大家已成為朋友，不過對方身體好好，大家
不用擔心，他又帶笑說助手令到他無啖好食：
「Sammi都有煮嘢食畀助手，本來東西是我食，現
在我沒份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王敏奕(Venus ) 昨日
以一身可愛卡通造型，到尖沙咀出席潮流服飾店開幕
禮，Venus指髮型其實是七、八十年代的造型，是她
與髮型師一起構思的，梳了幾個鐘。
近日更有報道指Venus與
舊經理人解約。Venus被問
到與舊經理人是否交惡？
她否認道：「無交惡，大家
都仲好關心大家，佢都有祝
我工作順利，唔會話有咩不
愉快， (這個 job 是誰接
的？) 其實同品牌已合作了
幾個月，是阿茵接的，(無合
約束縛？ ) 其實無簽合約，
所以無咩約束。」有傳她解
約後會轉投「未來老爺」曾
志偉的新公司？Venus說：
「仲未物色到新經理人，好
多嘢都仲要傾，（男朋友可
有俾意見？）佢支持我任何
決定，都有同我傾吓。」

王敏奕物色新經理人 李雲迪紅館開騷大挑戰

吳啟華欲安排女兒來港升學倫敦電影節首映好評如潮倫敦電影節首映好評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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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無綫台慶劇

《老表，你好hea!》將於下周一播映，昨日一

班劇中演員，包括郭晉安(安仔)、萬綺雯(蚊

蚊)、張繼聰、王菀之、黃光亮、李亞男、林盛

斌、韓馬利、胡楓、蔣志光及韋綺珊等，以劇中

造型到商場出席宣傳活動，適逢台慶將至，工作

人員又推出巨型蛋糕提早慶祝。

■■阿刨和任冰兒阿刨和任冰兒、、阮兆輝阮兆輝、、高氏兄弟合作演好戲高氏兄弟合作演好戲。。

■阿刨生日，李沛妍
(左)和鄭雅琪(右)送上生
日蛋糕敬賀。

■甄子丹與一名小粉絲臉貼臉合照。
《一個人的武林》於倫敦舉行首映
禮，英皇主席楊受成、行政總裁利
雅博、導演陳德森、男主角甄子
丹、演員白冰等現身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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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晉安和萬
綺雯為巨型蛋
糕「剪綵」。

■■無綫台慶劇無綫台慶劇《《老表老表，，你好你好hea!hea!》》劇中演員郭晉安劇中演員郭晉安、、萬綺雯萬綺雯、、張繼聰張繼聰、、王菀之王菀之、、黃光亮黃光亮、、李李
亞男亞男、、林盛斌林盛斌、、韓馬利韓馬利、、胡楓胡楓、、蔣志光及韋綺珊等出席宣傳活動蔣志光及韋綺珊等出席宣傳活動。。

■■王菀之向市民大派禮物王菀之向市民大派禮物。。

■■李雲迪李雲迪

■許志安直認以自
己的名購入淺水灣
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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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啟華
及港姐冠
軍邵珮詩
和亞軍王
卓淇等介
紹《守護
生命的故
事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