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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春晚劇組日前證實，闊別春晚舞台 10 年的劉德華

■劉德華今年
上春晚。
資料圖片

再度歸來，將登台獨唱新歌《回家的路》。因歌曲完美契合了羊
年春晚「家和萬事興」的主題，也應時應景地描繪出中國人
「回家過年」的情緒，故此春晚劇組選擇了歌曲《回家的
路》作為今年央視春晚預熱宣傳曲，並於春運開始第一天(2
月 4 日)正式發布。

啟華 唔敢亂帶女伴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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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後首過情人節

■一班藝人昨
日參與慈善高
爾夫球賽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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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啟華農曆
年 會 跟 苗 僑
偉、曾志偉等
到美加玩樂。

■華仔拍攝公益
廣告，勸誡社會
關注春運兒童安
全。 網上圖片

歌曲《回家的路》的
歌詞由劉德華本人

的遊子踏上「回家的路」，希望華仔這首新歌將
成為遊子回家征程上心靈的慰藉。

華仔或客串表演小品《喜樂街》

■莫文蔚亦將帶
來另一首溫情歌
曲 《 當 你 老
了》。 資料圖片

■徐崢與兩位美女
自拍。
自拍
。 網上圖片

■鮮有接受訪問的黃日華太太梁
潔華((右二
潔華
右二))罕有透露抗癌心情
罕有透露抗癌心情。
。

Baby 捨男友咀趙薇

黃曉明改錫徐崢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女星趙薇近日與好友
黃曉明、Angelababy 及徐崢一同出席飯
局。四人更玩在一團，扮鬼扮馬，十分開
心。趙薇與黃曉明是大學同學，更有指當
年黃曉明追求過趙薇，可是遭趙薇拒絕，
不過二人未有因此存有芥蒂，繼續做多年
的好朋友。曉明的女友Baby亦似與趙薇相

香港文匯報訊 廖偉雄接
受有線《星級會客室》主持
汪曼玲專訪，暢談近況以及
分享人生經歷。70 年代開
始拍電視劇的他最初由「茄
哩啡」做起，自言以「一步
一腳印」的務實方式實現理
想，最後憑「阿燦」一角彈
出，之後更發揮「搞笑扮
嘢」本色，以笑匠形象闖出
一片天。
90 年代廖偉雄演藝事業
如日方中，他卻急流隱退
轉戰商界創業，原來大部
分原因是為了太太：「做
娛樂圈會接觸好多唔同類
型嘅人，人際關係非常重
要，成日都需要去應酬，
同場點都會有其他女明
星，老婆知道好唔高
興。」他又指當時長時間
拍戲十分消耗精神和體
力，每次回家都累得倒頭
大睡，因此經常被太太抱

當熟絡，沒因男友的往事而呷醋。難怪連
趙薇留言都說：「這個晚餐太和諧！祝各
自電影大賣！超期待！」曉明回覆稱：
「祝各自長不胖，萌萌噠！」
趙薇更上載與 Baby 作狀咀嘴自拍照，
反觀曉明則向徐崢埋手嘟嘴，令到畫面頗
重 口 味 ， Baby 見 狀 回 應 ： 「 完 了 ， 亂

廖偉雄愈挫愈勇

怨，甚至爭吵不斷。
婚姻關係緊張，廖偉雄
坦言曾有離婚的念頭：
「日嘈夜嘈都唔係辦法，
當時諗一係離婚，一係離
開娛樂圈，最後決定轉行
係唯一解決辦法。我覺得
兩個人可以喺埋一齊已經
好難得，所以要好好珍惜
對方，人生係一場學習愛
嘅過程。現在出去傾生意
都會帶埋老婆出去，佢認
識埋啲客人，畀佢安心
啲。」
淡出娛樂圈後，從商的
廖偉雄曾投資過多個行
業，嘗過成功亦遇過失
敗，縱使跌倒，但他樂觀
面對，更認為困難、失敗
是一個學習機會：「經一
事長一智，士兵都要打好
多場仗先會成為將軍，如
果人生過得太風平浪靜就
唔會成長，遇到困難，我

■廖偉雄

■汪曼玲

哋應該去諗點樣迎戰。」
他亦提及美容直銷風波、
破產、被追債等多場人生
風雨，他認為以前太年輕
而走錯不少路，不過種種
經歷亦令自己有所成長。
從成敗得失中感受人
生，廖偉雄指自己現在非
常適合拍「喊戲」，因為
容易被感動到哭。他亦鼓
勵年輕人要逆境自強：
「解決問題有好多種方
法，最重要係唔好怕困
難，要先改變自己嘅想
法，正面啲去處理，如果
一開始就已經唔開心，之
後都只會一直唔開心。」

紀錄片︽神秘的西夏︾ 三月央視上映

成敗中感悟人生

■Angelababy、
■Angelababy
、趙薇
趙薇、
、黃曉明及徐崢分開男女子組互咀
黃曉明及徐崢分開男女子組互咀。
。 網上圖片

了。」
另外，徐崢也上載與趙薇、Baby 的自拍
照，相中的徐崢被兩位美女夾在中間，可
說是艷福不淺，令他開心留言表示：「小
伙伴們就這麼愉快！ 」趙薇回覆說：「拍
戲變成 party！其實辛苦無人知啊！燈泡太
亮！久別重逢，麼麼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 賀毓 銀川報道）新春
大戲紀錄片《神秘的西夏》計劃於3月在中央電視台播
出。該紀錄片共有 10 集，每集 50 分鐘，試圖用電影思
維打造高端紀錄片，也是通過電視紀錄片的形式對西夏
文化最全面、最綜合的一次展現。
這部賀歲電視紀錄片由中央電視台、寧夏回族自治
區、北京上造影視文化有限公司聯手打造。由導演過
《復活的軍團》、《圓明園》、《大明宮》、《玄奘之
路》等經典之作，並多次獲得中國紀錄片大獎的金鐵木
任總導演。
攝製組跨越8個省、15個自治州、26個縣，耗時兩年。
在忠實於歷史事實下，以「故事化」的方式，充分運用多
種影像語言，調動想像力來重構歷史。部分最晦澀難懂或
需要極大戲劇張力的部分，通過情景再現的方式，由專業
的演員來呈現。
《神秘的西夏》採用 4K 超高清攝影機完成全部拍攝。後
期專業視效團隊聯手古建專家和西夏學者，成功復原了大
量西夏建築，使西夏輝煌璀璨的歷史文化視覺化。
作為沒有進入二十四史的王朝，西夏歷史一直蒙着一層神
秘的面紗。《神秘的西夏》打破了史料加採訪的表現方式，
突破了以往紀錄片以大段解說詞配以相對應畫面的傳統手法，
建構起史書記載、考古發現和現在進行時調研的三層結構。
該電視紀錄片以歷史記載和考古取證為依據，通過對西夏
文明史的探索，真實生動地再現了黨項族的源起，全面地展
示了西夏王朝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輝
煌成就和西夏研究的最新成果。

黃日華 向妻深情剖白

第五次登陸央視舞台的劉德華，出場方式將會
迎來一大創新，據春晚知情人士透露，劉德華非
常有可能客串小品《喜樂街》的表演，在賈玲召
喚下出場，隨後獨唱歌曲《回家的路》。
在「回家的路」上，莫文蔚則帶來了另一首溫
情歌曲《當你老了》。這首歌曾出現在《中國好
歌曲》的第一季中，原唱者係音樂人趙照，歌詞
則改編自愛爾蘭著名詩人葉芝的同名詩歌。
此外，華仔近日亦攜電影《失孤》拍攝了一段
公益廣告，勸誡社會關注春運兒童安全，父母看
好自己的孩子，相信已為人父的他也是深有感
觸！

積極樂觀同心抗血癌

親自操刀，其中的歌詞如
下：「數一數一生多少個
寒暑，數一數起起落落的
旅途，多少的笑，多少的
哭」、「回家吧，幸福，
幸福能抱一抱父母；回家吧
孤獨，孤獨還等待着安
撫」。這首歌歌詞意味悠遠，
飽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滲透着
歸鄉思鄉的濃濃情愫。
在日常生活中，華仔就是一個重視家
庭的顧家好男人。1998 年，他曾經參與
創作並演唱過歌曲《回家真好》，並發行
了同名專輯。《回家的路》這首歌再次主打
「家」的溫情牌，和今年春晚的主題「家和
萬事興」一脈相承，非常適合在除夕夜進行表
演。羊年春晚歌舞類節目導演王公冠表示：
「劉德華先生的這首歌非常符合今年春晚的主
題，這首歌沒有過多誇張的設計，有內容、很貼
心、返璞歸真，用歌的旋律來打動觀眾的心。」
羊年春晚劇組亦提前將此歌在網上公佈，希望
將此歌作為羊年春晚預熱宣傳曲，陪伴回家過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吳啟華、王敏
德、陳百祥、鄧梓峰與林韋辰等人昨日參與
《仁濟慈善高爾夫球賽》，為「仁濟緊急援助
基金」籌得超過70萬元善款。
平時很少時間打高球的吳啟華，農曆年會跟
苗僑偉、曾志偉等好友到美加玩樂，他說：
「志偉年年都會去做騷，他有叫我們一起去
玩，年三十晚就會啟程飛過去過年。」與前妻
離婚後的啟華，今年情人節變得「孤零零」，
他表示女兒會跟外母過年，自己會跟朋友吃
飯，他說：「在香港太敏感，就算有（女伴）
也不敢帶出街。」另外，啟華表示無曾找他
再拍劇，可惜他在美國早接了工作要推辭，他
說：「劇本像以前拍過的角色不夠特別，我很
喜歡金庸小說中的東邪，如果有這些角色我也
想嘗試。」
有自家服裝品牌的王敏德忙為新店打點，雖
然未正式開張，但已有計劃在上海開第二間分
店，他表示去年已投資 7 位數字在品牌上，在上
海也打算投資一千萬，目標是開設3間分店。

香港文匯報訊 黃日華與太太梁潔華近日接受電台
訪問，深情剖白太太去年患癌經過，並細說一家人如
何積極樂觀面對人生。
黃日華的太太梁潔華於去年發現自己患上急性血
癌，原來初時只以為是普通感冒，但後來因發現針孔
傷口一直不癒合，於是不斷求診，鮮有接受訪問的
黃日華太太梁潔華在節目中細說經過：「醫生抽完
血檢驗後，才知道大件事，他告訴我正常人的血小
板是150至200，但我只有10！如走在街上暈倒，我
的腦有機會爆，繼而死亡！於是我便即入院接受治
療。」第一個得知消息的黃日華，知道太太患上血
癌，當下晴天霹靂，幸好病情不算嚴重，做五次化
療便能痊癒。黃日華剖白：「我們都算很堅強，我
告訴自己要接受事實，堅強面對，我需要給予太
太信心和正能量，要相信會醫好的，我好冷靜，
直到現在我從未哭過，亦未曾崩潰絕望。」相
反，梁潔華則非常擔心：「我得一個女，不知道她將來會怎樣，當時
我很負面，那時剛好香港電視不獲發牌，丈夫與女兒因照顧我而不能
出席支持王維基的活動，外間有很多難聽的傳聞，令我更不開心。」
面對工作繁重又需要照顧太太，黃日華坦言治療過程的確很辛苦，
情緒波動很大，「那時很想推掉所有工作，花全部時間陪伴太太，但
她堅持要我先做好工作，因應承了不能失信。我覺得上天在考驗我的
意志，我不能倒下，那時又要面對外間不實的報道，說我為太太的病
到處『撲水』，事實上我太太做保險，她的醫藥費全由保險公司支
付，我們根本沒有經濟上的壓力，反而情緒壓力卻很大。」另一方
面，太太梁潔華亦很擔心丈夫需面對多方面的壓力，幸好化療過程
順利，如今癌細胞已經穩定下來。

入院化療隱瞞女兒
原來，黃日華夫婦最初一直隱瞞女兒媽媽有病，甚至梁潔華起初
入院接受化療，黃芷晴也毫不知情，黃日華說：「因當天芷晴正好
要上飛機去旅行，我們不想影響她旅遊及回來後工作的心情，我
告訴芷晴媽咪去了澳門工作。在她回來後，兼完成了一個大騷，
我才跟芷晴開了一個兩個人的家庭會議。她得悉後，即時爆喊，
嚷着要見媽咪，看見了媽咪後，她非常傷心及擔心。」梁潔華接
着大讚女兒經歷今次後成熟了很多。
經歷27年婚姻互相扶持，黃日華最後在節目中向太太深情剖白
說：「我很感謝太太的堅強，願意勇敢面對這個病，我很榮幸成
為她的丈夫，這麼多年來，她也一直照顧我，也提點我改善缺
點，令我長大成為更好的人。」最後，黃日華在大氣電波中送
上一句「I Love You」給太太梁潔華，盡展鐵漢柔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