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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將
於3月18日舉行的《香港亞洲流行
音樂節 2016》昨日舉行抽籤決定來
自8個不同參賽地區包括內地、香
港、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
泰國及馬來西亞的「亞洲超級新
星」出場次序，大會籌委會主席吳
雨、歌手可嵐、陳凱彤、陳詩欣與
陳慧敏等人出席支持活動，吳雨透
露今年請來韓團AOA、日本w-inds.
及台灣飛兒樂團來表演，令製作費
大增，希望政府不要削減經費。
吳雨表示音樂節已辦了6年反應
良好，其中勝出的亞洲超級新星也
發展良好，不少唱片公司也爭相向
冠軍招手，最佳例子是首屆冠軍陳
偉霆現在已是內地炙手可熱的藝
人。吳雨稱今年難得請來韓團
AOA，加上日本w-inds.及台灣飛兒
樂團令製作費大增，單是8個地區
的不同人士人數已達數百人，他笑
道：「真是吃飯都吃窮，我們又是
非牟利機構，不能亂用會費，希望
政府不會減經費，為業界出力和幫

助新人。」

可嵐帶囝囝試鏡
第二年參加音樂節的陳凱彤表示

到時會做打氣歌手表演，希望有機
會與其他地區歌手交流。早前拍處
女作微電影的她，表示戲中要與小
妹妹做對手戲，她大讚對方比她更
懂得演戲，希望將來仍有機會再拍
戲。與陳凱彤同來的張可永是應屆
英皇新秀歌唱比賽冠軍，他透露現
正忙上唱歌班和跳舞班，雖然未決
定正式出道日子，但有幸參與音樂
節已很開心。
媽媽級歌手可嵐也是首次參與音

樂節，她大讚韓國歌手的編曲和舞
蹈做得十分好，是香港歌手學習的
榜樣。問到兒子有否跟她一樣喜歡
音樂，可嵐說：「他都是跟我聽
歌，日前才帶他去電影試鏡，想給
他開眼界和多些見識。」可嵐稱兒
子試鏡時唱中文歌，雖然咬字不清
但也唱出真感情，所以不會怪兒子
唱得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梁
詠琪（Gigi）昨日與特首夫人唐青
儀出席梅夫人婦女會成立一百周年
活動，並主持醒獅點睛儀式。獲委
任為大使及終生會員的Gigi，表示
將來會帶女兒來享用設施及學芭蕾
舞，笑言女兒現在活潑好動，希望
她能學優雅的芭蕾舞，又可減肥去
掉又肥又粗的雙腿。
難得與特首夫人同場，Gigi表示

有與對方交流現今女性如何分配時
間照顧家庭和工作。對於女兒下周
一歲生日，Gigi表示已請假為女兒
慶祝，與家人一起吃飯。 正在澳
門拍戲的Gigi昨日抽空回港出席活
動，提到做媽媽兩年後才復出拍
戲，Gigi 笑道：「因為一孕傻三
年，怕自己記性不好，所以要比之
前更落力記劇本。」Gigi坦言要習
慣離開女兒去工作，她說：「不見
數日還可以接受，我永遠是囡囡的
首選，次選才是老公，我要開工就
要靠老公湊女。」

今天上映的電影《PG戀愛指引》是
崔碧珈病癒後復出之作，當中更和陸駿
光有不少床上激戰。崔碧珈很多謝監製
葉念琛給自己機會。早前接受本報專訪
時，崔碧珈說：「去年甲狀腺出現問題，
休息了一段長時間，身體回復正常，葉
念琛找我合作。之前合作了幾次，好知
道監製要什麼。今次是我拍咁多部電影
入面最大尺度，需要半裸兼清場，自己

沒特登set底線，對我來說是大膽的新嘗
試。我印象中都是幾個take，每一個細
節，避免重複同NG太多。監製當日還
親身落場，示範一次叫聲同撫摸動作，
好好笑。」
於英國中央蘭開夏大學市場學學士

畢業，本來在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攻讀
工商管理研究生碩士學位，後因決定
留港發展，而暫停學業，明明是高材

生，為何要選擇做藝人，更不
時騷性感呢？崔碧珈說：「大
學入面，我一路都有參加戲劇
班，之前有些報道寫我是認識到
太陽娛樂文化管理層黃柏高而入
行，我想澄清一下，我未入行
前，在這行一個圈內人都不認
識，因為父母都不是這個圈的
人。記得那時回到香港，我整了
一份profile去幾間娛樂公司，當
時in（面試）了兩間，太陽娛樂
是其中一間。另一間公司希望我
做歌手，還要是組合那種，但我
自知唱歌不好聽，所以選擇了現
在這間公司。」

■採、攝：植毅儀
場地：Mini Club（尖沙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張
敬軒上月因受感冒菌感染後大病入
院，臨時押後澳門演唱會，病癒後
的軒仔昨日為本周六於澳門舉行之
演唱會進行綵排，期間邊唱邊跳十
分落力。
軒仔表示對於因病而押後澳門個

唱感到很不好意思及內疚，問到可
有因此帶來損失？他坦白說：「公
司同我都有一定損失，主辦商要做
好多善後工作，以及有些觀眾是要
乘飛機到澳門看騷，因為個騷取消
而要再安排酒店，入行以來未試

過，我好好怪責自己，以後開演唱
會前三個月，都要搵個罩來罩住自
己。」演唱會原定由王菀之
（Ivana）做嘉賓，軒仔透露Ivana
會繼續做嘉賓，他笑言自己真是遇
貴人。此外，他又感謝同公司的容
祖兒及林峯的幫忙，令他很感動。
問到好友關智斌（Kenny）可有幫
忙？軒仔指對方不在港。說到
Kenny當時也在港？軒仔就表示不
知道。說到Kenny可扮護士來照顧
他？ 軒仔即笑說：「係都扮醫生
啦，還要是婦科那種，不過他有慰
問我，（可有煲粥？）阿媽就有，
不過我謝絕探訪，好番之後阿媽至
來探我。」
自言迷信的軒仔，住院期間適逢

生日，他謂當日都有出院返屋企與
同事慶祝，之後再返醫院。他又謂
很多謝醫院護士對他的照顧，問到
護士是否他的歌迷？軒仔笑說不知
道。貪靚的他更自爆每當聽到有護
士入來，即着返件衫、梳好頭及畫
返條眉，實行病都要靚。

香港文匯報訊 陳豪、蔡思貝、
陳瀅、岑杏賢、楊秀惠及陳山聰
等，昨日到尖沙咀出席無綫新劇
《潮流教主》宣傳，眾演員更行
catwalk兼競爭「甫士王」的寶座。
擔正演出的陳豪表示着重口碑多於
收視，加上題材及演員配搭較創
新，故信心十足。雖然劇中雲集多
位「宅男女神」，但陳豪表示今次
並沒感情線，更笑指是監製安排。
談到早前被拍得與太太陳茵媺選
購BB女服飾，暗示這胎生女？陳
豪否認其事，雖然夫妻倆已知胎兒
性別，但希望等BB出世時才公
佈：「預產期是5月，當時應為
《來自喵喵星的妳》埋尾，但我一
定會請假陪太太生B，看看監製安
排。」
至於蔡思貝表示今次沒有感情
線，只有師徒情，故不用再擔心傳
緋聞。問到是否刻意「隔離」她與

曾傳緋聞的羅仲謙？她澄清今次與
謙仔是好兄弟，不用在談情，更有
火花。她又希望有40點收視，更揚
言不介意着泳衣慶功，「我着泳衣
出身，但先要keep fit 。」

陳瀅否認有婚期
此外，談到林作在訪問中指何猷

亨及陳瀅有婚期，對此陳瀅即一臉
愕然，稱只是無厘頭，又指林作與
猷亨是同學仔，早前的確偕男友陪
林作及麥明詩暢遊嘉年華。問到是
否真的「有婚期」？她急急澄清
說：「未傾過這個問題，我反而要
問林作分期付款就真，拿我來做話
題。」

軒仔病癒為澳門騷綵排

邀日韓台樂團來港表演
吳雨嘆音樂節製作費大增

陳豪堅拒預告BB性別
蔡思貝新劇沒感情線

梁詠琪想女兒
學芭蕾舞纖腿

香港文匯報訊 黎明（Leon）將
於4月28至5月3日假中環海濱摩
天輪旁邊舉行一連6場演唱會。相
隔5年再開唱的Leon為了令觀眾有

全新體驗，特地將場地佈置成嘉年
華一樣，全場4500名觀眾既可與
Leon近距離接觸，亦可憑票在開場
前2小時即6時入場盡情享受遊樂
設施和飲食。而演唱會亦會為每位
入場觀眾獻上一盒子的愛。最快2
月29日到3月4日可以優先購票，
票價分別為港幣$1980及$980。另
外，第二輪演唱會海報因有裸露成
分，故未能通過審批進入港鐵範
圍，有見及此，設計師特設計「淨
化版」海報給港鐵展出。

黎明中環演唱會票價最貴$1980

■梁詠琪稱要習慣離開女兒去工作。

■■陳豪陳豪、、蔡思貝蔡思貝、、陳瀅陳瀅、、岑杏賢岑杏賢、、楊秀惠等為楊秀惠等為《《潮流教主潮流教主》》宣傳宣傳。。

■■崔碧珈崔碧珈((右右))在在《《PGPG戀愛戀愛
指引指引》》中有大尺度演出中有大尺度演出。。

■■《《香港亞洲流行音樂節香港亞洲流行音樂節 20162016》》將於下月將於下月1818日舉行日舉行。。

■■蔡思貝蔡思貝
笑指今次笑指今次
拍劇不用拍劇不用
再擔心傳再擔心傳
緋聞緋聞。。

■黎明演唱會宣傳海報

■■崔碧珈澄清未崔碧珈澄清未
入行前入行前，，一個圈一個圈
內人都不認識內人都不認識。。

對於在昨日的財政預算案中，政府向「電影
發展基金」額外注資2,000萬元，作為本

地製作粵語電影在內地發行和宣傳費用的資
助，由現時每部25萬元，建議增加至50萬元，
協助業界善用CEPA下提供的深化措施，向內
地推廣粵語電影，嘉玲與Sammi均認為是好
事。嘉玲說：「太好了，是好消息，以往政府
對業界支持不足，現在終於醒覺，香港的文化
財產很豐厚，演員和導演很有實力和國際知
名，要好好利用。」
當被問及粵語電影在內地上映要配普通話，
可會覺得不夠普及？嘉玲直言看英文電影不喜
歡聽配音，覺得原音較好看。嘉玲估計今年的
本地票房將有五十億元，農曆年三部賀歲片在
內地的票房成績，已證明內地觀眾很喜歡看香
港電影，希望大家齊心合力做好香港電影，並
寄語香港人做好自己的工作和減少抱怨，令香
港成為安全又可愛的地方。

談到近況，嘉玲笑言自己是辛苦命，休息太
久會生病，很想投入工作，近日都忙於出席活
動、看劇本和打理自己的生意。

Sammi獎勵安仔成功戒煙
身穿透視裝現bra top的Sammi，對於老公許志

安（安仔）表示想帶她欣賞北極光，她表示暫未
能成行，因將要舉行巡迴演唱會，可能會先去短
途旅行。喜歡日本的Sammi透露，每年必會去日
本，以前最愛去買衣服，現在就主要買清酒，甚
至想過用自己名字出清酒，但又覺得太大責任了。
她說：「自己酒量很差，加上有濕疹，不能喝太
多酒，只在吃飯時喝兩杯，因有小病令我更珍惜
身體，連汽水也少喝了。」
說到安仔戒煙成功，Sammi認為是好事，她
稱已暗中觀察他這兩個月，結果真的沒食，旅
行就當獎勵他成功戒煙。她又爆安仔開始發福
要減肥，像她當年戒煙一樣肥了。

此外，對於政府資助電影發展，她坦言要問
專業人士才知道這數字是否足夠，但有這個心
幫助業界是好事。
Kathy剛與家人由法國滑雪返港，她表示今次

主要帶兒子去見太爺，四代同堂很開心。首次
帶八個月大的囝囝Jacques坐飛機，幸好他很
乖，兒子沒有扭計，也不算很辛苦。她又透露
兒子已懂得說hello，又懂擺甫士和翹腳，旅程
中拍了不少短片，故計劃夏天再去法國。

上山詩鈉願母女檔拍廣告
上山詩鈉的女兒Hilary早前為品牌拍攝宣傳照，

上山表示當日沒有同行，但叫女兒放鬆和自然些
便可。她大讚女兒事前沒有在家練習擺甫士，但
只花了半小時熱身就進入狀態，出來的效果也很
好。問到女兒可有興趣在娛樂圈發展？她說：「女
兒正在美國讀書，若有人找她們母女檔拍廣告也
可以，但拍電影便要視乎題材。」

撐粵語電影用原音撐粵語電影用原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劉嘉玲、鄭秀文（Sammi）、周汶錡（Kathy）、上山詩鈉及楊

張新悅等，昨晚出席品牌開幕酒會。在昨日的財政預算案中，政府向「電影發展基金」額外注資2,000萬元，作為本地製作粵語

電影在內地發行和宣傳費用的資助，嘉玲對此直呼是好消息；至於粵語電影在內地上映要配普通話，嘉玲直言覺得原音較好看。

喜見政府醒覺支持電影喜見政府醒覺支持電影

嘉玲嘉玲

■■SammiSammi ■■周汶錡性周汶錡性
感亮相感亮相。。

■上山詩
鈉不排除
母女檔上
陣。

■■嘉玲認嘉玲認
為只要大為只要大
家齊心合家齊心合
力力，，香港香港
電影就做電影就做
得好得好。。

■■軒仔邊唱邊跳十分落力軒仔邊唱邊跳十分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