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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
聰 北京報道）鳳凰娛樂品
牌戰略發佈會昨日在京舉
行，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劉
長樂、鳳凰娛樂CEO張佳
運出席。鳳凰娛樂CEO張
佳運宣佈，鳳凰娛樂將與金
庸展開深入合作，獲得全15
部金庸小說獨家漫畫改編權
以及後續漫畫衍生品的改編
權。他指出，作為鳳凰衛視
集團旗下新成立的公司，
標誌着集團從傳統文化產業
向互聯網文化娛樂生態圈進
行探索和轉變，同時金庸先
生此次選擇與鳳凰娛樂合
作，也正是基於對集團品牌
信譽的信任。

張佳運透露，目前鳳凰娛
樂已經邀請到天野喜孝（最
終幻想系列設定人）和日本
COMMONZ株式會社（攻
殼機動隊製作團隊），同時
國內數家頂尖漫畫製作團隊
也已加入該項工作。此外，
鳳凰娛樂方面強調，鳳凰娛
樂高度重視金庸武俠動漫IP
的知識產權保護，目前，豬
八戒網已成為鳳凰娛樂知識

產權方面的戰略合作夥伴。
除文化娛樂板塊外，鳳凰

娛樂方面還宣佈，與前《永
恆之塔》製作人池龍燦合作
推出新款移動遊戲《永恆歸
來》。鳳凰娛樂COO郭羽
表示，獨創的「城鎮建
設」、「塔防佈陣」等元素
都體現了該款全球首創SL-
RPG遊戲，相信將給遊戲
市場帶來全新的遊戲體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韋
綺姍與女兒黃芮琳出席新碟發佈
會，圈中好友林子祥、杜自持、曾
國祥與胡渭康等均有到場支持，姍
姐台上獻唱時更邀請胡渭康一起跳
舞。
韋綺姍笑指女兒首次公開露面有

點不慣，又稱將來女兒如出唱片，
她也不會到場。女兒黃芮琳承認面
對鏡頭比唱歌更緊張，也希望有機
會出唱片，姍姐就稱要視乎有沒有
唱片公司看中女兒，所以她要多唱
歌看反應，並說：「我都要先搞好
自己隻碟先，再看會不會投資在她
身上，或者我會出錢幫她做唱
片。」姍姐又稱不會強迫女兒去做
不喜歡的事，也不介意女兒暫停學
業去做喜歡的工作，因為生活上也

可獲取經驗，她說：「人生苦短，
做人最重要是開心，機會不是經常
有，遇到就要捉實。」姍姐希望女
兒能開拓其他市場，因為現在時代
已不同，除了廣東歌外還有其他機
會，也忠告女兒如參加歌唱比賽也
可以，但要做好心理準備應付龐大
的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陳嘉
桓（Rose）、何傲兒（Lily）與范振
鋒昨日出席《第七屆 Your Choice @
Focus 2016 年度香港白領最喜愛品牌
大獎》頒獎禮，Rose與Lily同病相憐
都抱恙，Rose笑言因吃太多榴槤燥上
火，Lily就因生日快到頻去飯局吃到
患胃炎。
近期多在內地工作的Rose，表示回

港因太為食，連吃兩天榴槤致燥火上
升，笑指她患病沒人照顧時，她說：
「只有自己煲粥給自己吃，很難找到
另一半。（沒內地『小鮮肉』看上
眼？）我不喜歡，如果找到但我又要
返香港時都幾慘，覺得異地戀總是不
開心的。」問她是否擔心另一半有
「小三」時，Rose稱沒有想到太長
遠，只是女仔要靠自己，待事業穩定

後再打算，而且她現在回港都多抽時間與弟弟
玩，沒有時間出外識男仔。提到張致恆與莊端
兒的感情糾紛愈鬧愈大，勸Rose找另一半時要
帶眼識人時，她說：「別人的事不評論，感情
是兩個人的事，我會慢慢去識，不會識錯
人。」
問到就快生日的Lily，契爺林建名有何表示

時，她說：「上次已有金飯碗，不用再送禮
了，其實上次上契只是一個儀式，我仍是他旗
下藝人，都要努力工作，不會再搞生日會。」
至於生日有沒有男仔約會時，Lily害羞地說：
「我都持開放態度等人約，如果沒人約都要檢
討一下自己。」Lily稱現在不心急拍拖，想放
多些時間在工作上。

鄭希怡笑囡囡愛擺甫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鄭希怡（Yumiko）前晚

出席自家品牌Whysocool與LCX合辦的慈善義賣tee活
動，她透露自己是童夢慈善基金大使，今次由自己設計
了八款tee，共印了數百件，希望在兩星期內擺賣籌款。
問其設計靈感是否來自愛女「梁浸浸」？Yumiko表示
是自己想出了一些正面訊息，叫朋友畫出來，不過女兒
也有互相影響，因她是個開心小朋友經常笑，所以是互
相感染，希望將正能量也帶到其他家庭，她指如有可能
也會嘗試設計適合女兒穿的
童裝。會否找女兒當模特
兒？Yumiko說：「我又不
太想，我自己都做過模特
兒，要影完幾套衫會很疲
累！」不過她指歲半的「梁
浸浸」拍照時都愛擺甫士，
而之前她也上過兩堂Play-
group，感覺她都是去玩，
所以也不心急安排她上學，
寧可自己慢慢去教導女兒。

藤原紀香京都神社行禮
香港文匯報訊日本女星藤原紀香與歌舞伎演員片岡愛之助昨日在京都的上

賀茂神社內舉行結婚典禮。婚禮採取日本傳統形式，一對新人招待約20名雙
方親人出席。紀香以一身日本傳統白無垢新娘裝扮進場，吸引不少遊客駐足觀
看。片岡愛之助被問到覺得紀香的白無垢裝扮如何？他只是點頭微笑沒有回
應。據知，他倆登記結婚後，因為都有想舉行正式婚禮的想法，經商量後才選
在上賀茂神社這個被認定為世界遺產的神社行禮。
今次是現年45歲的紀香第二段婚姻，她與現任丈夫將於本月28日在東京帝

國飯店辦婚宴，會以溫馨簡單的方式宴客。

劉震雲作品11月接龍上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陽波西安報道）作為第三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的

開幕影片，改編自矛盾文學獎獲獎作品《一句頂一萬句》同名電影日前在西安
展映之後，獲得一片讚譽。該片由原著作者劉震雲親任編劇，其女兒劉雨霖執
導，將於11月11日全球上映。而頗為巧合的是，劉震雲另一部作品，由馮小
剛導演的《我不是潘金蓮》近日宣佈改檔11月18日，兩部姐妹篇電影將會在
相隔一周聯袂上映。
有媒體稱11月為「劉震雲月」，劉震雲表示，這兩部作品絕不是刻意安
排，而純粹是機緣巧合。他還特別提到《我不是潘金蓮》的導演馮小剛，笑稱
正是因為馮導幾番凌晨三點的電話，才促成了這次兩部姊妹電影的接龍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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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震雲父女檔打造新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應屆港姐
港男冠軍馮盈盈、黎振燁昨日出席汽車贊
助商的頒獎活動，被封為「粗口港姐」的
馮盈盈拿着咪接受訪問時，突然無心快語
說：「試咪、試咪，盧海鵬試咪」，令在
場記者愕然，原來她不知道這句說話之後
便是講粗口，經記者解釋後，她大為緊張
說：「無喇，無喇，只係試咪，沒有下一
句。」嚇到面紅紅的她說：「不是提起粗
口兩個字就驚，但會小心一些。」
馮盈盈大讚師姐麥明詩好人，對方私下
有傳短訊聯絡，更將個人經歷分享：「她

告訴我當選後具體要做的事，面對新聞時
以哪種態度回應，給予我不少鼓勵和支
持，其中最深刻她分享最初當選時受到很
多負面批評，畀人鬧離地，所以要學習看
開一些，要做好自己，當觀眾見到你進步
時就會更加欣賞和接受，（你想做個貼地
港姐？）不是想不想，朋友意見都覺得我
好貼地，我本身便是這樣，無話特別塑造
這個形象。自己對一些新聞都看得開，有
時以另一角度睇會幾好笑，好似早前有報
道說我讀中學時，有不少男同學粉絲看我
校內比賽，事實上我是讀女校，哈哈。」

笑言將后冠放入雪櫃
當選後的她不斷領獎，迄今餘下真正的

后冠未領取，她表示：「基於安全理由，
所以遲些才給我們，我也想快些看到真的
后冠，（把后冠放置什麼地方？）諗緊，
保險箱供應緊張，我想會放在屋企，現時
仿真的后冠是放在蛋糕盒，最危險地方便
是最安全，可能真后冠放在蛋糕盒再擺入
雪櫃是最安全，（男友有否送禮物鼓
勵？）無呀，最多請吃一、兩餐飯，反而
我送了一個銀包答謝他對我支持。」

馮盈盈玩盧海鵬上身「試咪」

韋綺姍或出資幫女兒做唱片鳳凰娛樂打造金庸武俠新動漫

入行4年，張曦雯首次拍劇，於《律政強
人》演法律界新丁潘希文。劇中李佳芯

（Ali）與Kelly、黃智雯有深厚的姊妹情，首
次拍劇的Kelly表示戲裡戲外與Ali都老友鬼
鬼。因為首次拍劇便和方中信、廖啟智這些好
戲之人合作，Kelly很多謝方中信對自己的鼓
勵。「方中信本身氣場好勁，一出來唔講說話
都令我哋唔敢出聲，開頭我哋都怕佢，為減低
我哋的緊張，佢會主動同我哋講笑。而且方中
信很錫我，知道我首次拍劇難免緊張，同我對
戲時特登唔望我，唔想畀壓力我，令我可以放
鬆啲去做。至於劇中同智雯及Ali都係律師事
務所的人，我個角色比較單純，本身唔想捲入
太多辦公室政治，可惜最後都不可以獨善其
身。印象最深刻是我哋3個女生有場傾心事
戲，為了更投入，一支紅酒三人飲，飲到
high high哋，三個喺度傻笑。」

從小看報紙練好中文
雖然Kelly今次是初哥拍劇，但筆者對她印

象甚深，只因過往觀看明珠台，就經常聽到
Kelly介紹《Pearl Tonight》。Kelly參選2012
年國際中華小姐成為冠軍，能說得一口流利的
英文，只因她於10歲時隨家人移民至美國芝

加哥。入行後，Kelly主力主持各類型節目。
問到她覺得入行4年才拍劇，是否比較遲？
Kelly自言做完主持訓練完反應，現在拍劇剛
剛好。
「很多人都唔知我中文係OK的，睇同講我

都OK，所以好多監製拍嘢前都問我『係咪識
中文？』。當年去到芝加哥後，父母同我溝通
都是用中文，而且也迫我睇中文報紙。以往我
連客串劇集都未試過，所以第一日入到廠連企
位都未識。好感激監製對我的信任，當中有場
喊戲，我自己視為一個挑戰。我入TVB前有
拍微電影，拍攝經驗唔多，但好鍾意拍劇的感
覺。入行呢4年，雖然未到我拍劇，但我都會
好積極地裝備自己，睇好多不同的電影。對白
方面因為我做開主持，所以難不倒我。但拍的
過程我發現自己有個問題，就是做開主持講對
白唔夠生活化，呢點自己要留意。當年隻身來
香港發展，只因自己好喜歡這生長的地方。剛
回美國探父母，陪媽媽去街市，都有些人認得
我，會叫我名，令我好開心。因為我信佛教，
相信所有事都會有安排。」

堅持低調處理感情事
早前張曦雯於網上大晒一對又白又滑的長

腿，出席活動又不時大騷事業線，令人有無限
想像空間。今年她才26歲，身邊不乏裙下之
臣，緋聞對象包括胡杏兒老公Philip Lee、莊
思明舊愛富二代德越混血兒Daniel、星二代徐
肇平。記者笑言Kelly的感情世界都幾豐富，
她亦表示自己恨拍拖，而揀另一半最緊要心地
好、孝順。
「自己都知道做藝人就一定有noise，媽咪
成日話我份人好善忘，好多唔開心的事好快會
唔記得。見到一些令自己唔開心的事，我會選
擇唔去睇，唔去睇就唔會唔開心。如果我同大
家講我沒拍拖，又或是沒感情生活，講你都唔
信。自己曾經與富二代拍過拖，但覺得不是自
己想追求的東西。正常一個女仔26歲都會有
識吓男朋友，但我覺得做呢行，太大壓力，如
果不是到結婚一日，認定對方，我都唔會講
Yes定No。現在你問我係咪有拍拖，也不會說
Yes定No，只會認對方是好朋友。」Kelly解
釋低調處理感情事，是因為怕將來如果分手，
她再看到報道會受傷，也不想將來的老公會被
記者追問太太的舊情，這樣對他不公平。

入行4年 初嘗拍劇滋味曾於明珠台任主持的2012

年國際中華小姐冠軍張曦雯（Kelly）

近日推出處女劇《律政強人》，劇中Kelly

和方中信、廖啟智等合作。戲裡戲外都是新丁的

她，對着一班好戲前輩難免緊張，幸好方中信在與

她對戲時特別不望着她，以減輕其壓力，此體貼舉動

令Kelly相當難忘。

張曦雯感謝
方中信體貼方中信體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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