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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2016 年萬寶龍藝術贊助人大
獎 25 周年慶典」於昨晚舉行，香港名導演杜琪峯獲頒「2016
年萬寶龍藝術贊助人大獎」，表彰其多年來對電影界的貢
獻；杜 Sir 將是次獲得的 15,000 歐元獎金(約 13.1 萬港元)
捐贈予受惠藝術機構「鮮浪潮」。昨晚來到賀的好友包
括向華強夫婦、鄭秀文(Sammi)與老公許志安、黃秋生
及黃偉文等。

好友賞面來賀攞獎

杜琪峯
盡捐獎金
為培育新人

■為賀杜琪
峯獲獎，鄭秀文
以盛裝赴會。

受訪時透露，過去得
杜Sir過的獎項全都收藏於電

影資料館內：「我所有榮譽跟
獎項，均是來自電影界，所以
要放在具紀念性的地方收藏。
拿獎時已經是一個過程，其它
就作為歷史給大家去看。塵歸
塵，土歸土，最後都是無，整
理好就得了！」
杜 Sir 過去獲獎無數，也沒
統計過數量，他笑言不清楚自
己到底拍了多少部電影。提到
今次將獎金捐到「鮮浪潮」，
杜 Sir 表示會用作舉辦研討會
及專注培育在一位導演身上。
另 外 ， 杜 Sir 亦 談 到 最 新 動
向，他透露正計劃與向生合
作，首度開拍科幻片，正等韋
家輝交劇本後便可於今年 10
月開拍。

Sammi留體力不加場

杜 Sir 透露將所有獎項留在
電影資料館珍藏，Sammi也贊
同這做法，認同拿獎時已感受
過喜悅，會記着那一刻。她
說：「我有幾十個唱片獎，但
都沒全部放出廳，電影獎就只
有一個。」會否想再拿更多電
影獎項？她笑說：「這不是自
己的目標，如果有會很圓滿，
但人生就是充滿缺憾美的！」
談到日前演唱會門票開售每人
限買四張，老公安仔又是否一
視同仁？Sammi笑指這問題很
難去答，總之是每個人分少
許，因這是供求問題，解決不
到，她也不會再加場，主要是
想留聲和留體力。「對於買不
到票的觀眾我亦很抱歉，作為
歌手不是大家想像般那麼有權
力，我也沒能力去改變！」
向華強將與杜琪峯合作開科
幻片，問前者會否客串一角？
向太即搶答指老公並沒戲癮，
在《賭城風雲 3》客串是因電
影過了 9 億票房，向生則表示
所開的新戲會由兒子向佐主
演，希望給他磨練演技。另
外，周焯華日前在宴會上攬着
鬧離婚的太太陳慧玲唱《愛我
別走》，更指周太只得一個，
向太也想他們夫妻能夠復合，
「無論他是否喝醉也好，酒後
吐真言嘛！」

秋生不適合做經理人

至於黃秋生，他讚杜 Sir 向
來是有心人，今次更特別捐錢
用作培育新人。秋生也有致力
培訓新人，他有上堂教書，遇
到好學生亦會介紹給同行看有
否合適的角色，之前就有一個
氣質特別又精靈的女學生，他
推介了給邱禮濤導演。會否考
慮做經理人？秋生笑說：「這
是另一門學問，公關工作我不
行的，得罪人多稱呼人少，到
時我只會叫用就用，不用就算
數，不識貨！」至於夥拍余安
安的舞台劇，秋生指下月將進
行排練，但他對要記住莎士比
亞的台詞感到特別困難。

■向華強與太太跟杜 Sir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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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志安與太太 Sammi 前後
腳現身。

彭羚為母校 義務拍紀念 MV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彭
羚、陳秋霞和林志美昨日返回母校民
生書院，為 90 周年校慶拍攝 MV《光
與生命》。該 MV 由林嘉欣丈夫袁劍
偉執導拍攝，蕭潮順監製。
彭羚等人今次義務返母校拍MV，是
透過校友蕭潮順接觸，大夥兒二話不說
就答應參與。彭羚說：「自己什麼都不
懂，得把聲，所以就負責唱歌。」陳秋
霞亦笑言：「我都是什麼都不懂，只會
作曲，所以作了首歌。整個拍攝隊伍都
是校友，非專業人士，都是邊拍邊學，
齊心為母校做事。」

暫不考慮復出開騷
■彭羚昨日聯同林志美等
重返校園，三人大談讀書往事，彭
人重返母校。
羚表示畢業後只返過母校一次，今次

蓋鳴暉為舞台 推卻無綫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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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蓋
鳴暉、吳美英昨晚在北角新光戲院為
「保良局慈善粵劇晚會」演出折子戲
《天賜良緣》。蓋鳴暉成立鳴芝聲劇
團 26 年，跟保良局合作籌款亦已有
23 個年頭，彼此是良好合作伙伴，對
於這次的籌款數字，蓋鳴暉希望能愈
多愈好，同時呼籲戲迷捐款，集腋成
裘。
過去都有幫無綫拍劇的蓋鳴暉透
露，一直都是以半部頭形式合作，但
剛約滿後她並沒再續約，現時已回復
自由身。原因是李居明和新光續了六
年約，所以蓋鳴暉想放多些時間在舞
台上，希望可善用場地演出。蓋鳴暉
指出香港很多都是政府場地，雖說會
興建西九作粵劇演出地方，但仍未知

何時建成，所以想把握新光場地，這
六年在舞台上大展拳腳。

未獲新台接洽
蓋鳴暉不諱言，拍電視劇可帶來一
定知名度，既可把電視的生活化演繹
融入粵劇中，看起來不會太過硬繃
繃。她指無綫有提出續約，但自己卻
不想：「前年幫無綫拍劇花上三個月
時間，其間都不能演粵劇，當拍完劇
後過幾天再投入粵劇，感覺很吃力，
情 緒 要 重 新 調 節 。 (ViuTV 有 否 接
洽？)沒有，可能以為我仍是無綫人，
畢竟同無綫合作了20年，去年還拿了
金牌，這趟是首次不與無綫續約。不
過大家關係良好，有時間又適合的都
可以客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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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兆輝出自傳 豁然談失敗

重返母校感慨良多。她最懷念是操
場，好幸運學校有這樣完善的操場，
以前放學後都會在操場流連，看師兄
師姐打籃球，之後她加入學校泳隊，
但從未參加過學校的歌唱比賽；至於
哥哥則是踢足球。問到是否會復出，
以及是否有人邀她開演唱會，彭羚
說：「無人搵我，暫時不考慮開演唱
會。」
於 1974 年畢業的陳秋霞，指母校除
了運動出色外，音樂亦同樣出眾，當
年她就是在禮堂演出，從而練好膽
色。林志美表示讀書時都有參加學校
的歌唱比賽，但最初是參加朗誦比賽
而被同學認識，其後又跟同學合組樂
隊。身旁的彭羚表示，當年在學校已
聽過校內出了兩位出名的師姐呢。

導演何藩加州病逝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導演何藩上周日(19日)因肺炎惡化，
於美國加州聖荷西醫院病逝，終年 84 歲；臨終前他獲家
人陪伴在側。何藩的家人對於摯愛離世，深表哀痛，對至
親畢生的成就及對社會的貢獻感到莫大光榮，並會延續其
熱愛生命的精神。何藩家人透露葬禮將以私人形式舉行。
被譽為攝影界「一代宗師」的何藩，1931 年出生於上
海，自 14 歲生日獲父親送贈相機後，展開了其攝影之
路，一年內已獲得人生首個攝影獎項。他於 1949 年隨家
人移居香港，利用照片記錄上世紀 50、60 年代的老香港
街頭寫照，至今成為經典之作。何藩憑「Fan Ho」之名
在國際攝影界打響名堂，曾奪得近 300 個地區和國際性獎
項，其作品亦獲世界各地的博物館收藏，包括香港 M+博
物館、香港文化博物館、法國國家圖書館、美國三藩市現
代藝術博物館及澳洲墨爾本海事博物館等。
何藩對影像的唯美追求，亦於
電影事業中展現。上世紀 60 年代
他曾於邵氏兄弟電影公司擔任演
員，演過電影《不了情》、《西
遊記》及《藍與黑》等片，其中
以飾演唐僧最為人所知。1972 年
何藩轉向導演崗位發展，拍過包
括《花女情狂》和《我為卿狂》
等 24 齣作品，被視為唯美艷情片
■何藩
及愛情文藝片的導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第
九屆香港書獎」頒獎禮昨日於港台舉
行，出席頒獎嘉賓包括連日馬不停蹄
曝光的杜琪峯，以及阮兆輝和劉天
蘭。阮兆輝表示向來喜歡閱讀，但有
感現代人閱讀風氣差，可能和上網已
看到資訊有關。輝哥笑說：「老人家
習慣拿着本書，現在的人上網就找到
所需資料，但沒考究是否百分百準
確。抄下資料也沒印證，更沒記在心
上！」
輝哥透露最近他着手研究粵劇的
「二黃腔」，並非只看資料，是親身

千嬅想追女 被網民言論嚇親

鄭秀文與老公許志安以黑白
配示人，但前後腳到場，安仔
亦在拍照後便急步入場，剩下
穿中式長裙的 Sammi 接受訪
問。Sammi 坦言平日會貪有
型，不過昨日是杜 Sir 的重要
日子，要穿得典雅一點。而她
與老公前後腳抵埗，是因她知
自己一定會遲到，已要老公在
樓下等了很久，來之前也沒夾
過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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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很多地方尋找源頭，包括湖北、
江西及北京，去搜尋「二黃腔」的源
頭，去聽當地人的腔調，他表示內容
已結集成書，即將出版。

料趁書展推出
另外，他也撰寫自傳，計劃於7月的
書展推出，問會否大爆梨園秘密？輝
哥笑說：「都有爆少許的，但當中內
容都以講梨園掌故、生活習慣，以及
我自己的家族和成長過程，還會講自
己的失敗，反而少講成功之處。我的確
是不斷失敗，但都沒害怕重新再來！」

■楊千嬅沒刻意想追仔還是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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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汶錡依然保持得很
「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楊千嬅與老公丁子高、黃佩霞
及周汶錡等圈中人，昨日到銅鑼灣出席蛋糕店開張活動，千嬅
並即場示範設計朱古力千層餅。千嬅表示是在懷孕期間學識整
餅，兒子 Torres 現在除了喜歡音樂和畫畫外，亦都喜歡整餅。
問到兒子是否得到她的遺傳？千嬅笑說：「都會有，但唱歌肯
定不是遺傳自我，應該是他爸爸(丁子高)，老公是『咪霸』，去
參加婚宴都要上台唱一餐。」
提到無綫節目《沒有起跑線？》前晚播出首集，節目中有家
長爆出「贏在子宮裡」及「贏在射精前」兩句話引起網民爭
議，千嬅聞言即驚訝說：「咁得人驚？這個概念不正確，我覺
得有些家長想小朋友跟自己同一生肖而擇日開刀，很誇張，但
我不會理會這些的。」想追個女的千嬅，被問到可會計準方法
生女？她說：「仔女都無所謂，順天意安排，最緊要開心健
康。不過今年要拍三部電影，完成手上工作才會有家庭計劃，
預計明年，都係想個仔有伴。」日前千嬅將一張跑步相放上
網，被網友笑她的樣子似黃子華，千嬅不單不介意，又笑指大
家都叫阿華，自己近日亦要撲飛，是時候「認親認戚」。

黃佩霞撐伍姑娘

同樣已為人母的周汶錡，認為大家各有不同想法，自己覺得
陪伴兒子成長的過程重要點。至於由幕前轉做瑜伽導師多年的
黃佩霞，表示愈來愈多圈中人都有跟她一起
做瑜珈，包括好姊妹伍詠薇、周汶錡、蔡一
智夫婦、陳奕迅及徐濠縈，大家都是為了健
康，不一定是減肥。陳奕迅都是最近才參
與，他覺得做瑜伽後變得靈活了，身體比以
前健康。
問到好姊妹伍詠薇最近可有練瑜伽？黃佩
霞說：「自從她拍節目後便很久沒見，(事件
解決未？)我也是看報道才知，整件事始末我
不清楚，要問當事人。不過我對他倆有信
■黃佩霞
心，無論如何都支持她，想她健康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