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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奧斯卡時一
樣，成龍大哥帶同一對
熊貓公仔亮相。

亞洲紅星雲集華語榜中榜

■ 英 國 女 歌 手 Rita
Ora 性感騷腿
性感騷腿，
，舉止
撩人。
撩人
。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李 思 穎 、 吳 文 釗 ） 「 第 21 屆
Channel [V]全球華語榜中榜暨亞洲影響力大典」昨晚於澳
門威尼斯人舉行，英國歌手 Rita Ora、成龍、容祖兒、李
克勤、古巨基、Twins、張靚穎、范瑋琪（范范）等紅星
亮相紅地毯。其中成龍例牌地帶同一對熊貓公仔出場，若
論最性感則是 Rita Ora，至於范瑋琪則靠變「髮」出位。

45 個獎項，包括
昨晚合共頒發
最受歡迎男女歌手、全球華

語電影歌曲特別貢獻大獎、亞洲
影響力最受歡迎國際藝人等獎
項。但相比之下，可觀性更高則
當然是紅地毯上的紅星。

Rita范范張靚穎鬥性感
代表香港打頭陣行紅地毯的藝
人有陳明憙和泳兒，其中穿上吊
帶露背裙的泳兒大騷事業線，同
樣露背的還有華裔女歌手范瑋
琪，為配合其銀白色大露背裙，
她刻意染上同一髮色，相當搶
鏡。穿黑色透視裝的張靚穎也明
艷照人，和范范演繹不一樣的美
態。容祖兒則與古巨基手拖手進
場，雖然祖兒也是穿吊帶低胸
裙，但身材平平無奇的她就看頭
欠奉。
專 程 到 澳 門 出 席 盛 會 的 Rita
Ora，穿上金色泰山裝展示身上紋
身，露出玉臂和大腿。當被司儀
問到前來中國的感覺如何時，Rita
大讚能參與活動感到很 Cool。李
克勤出場時也少見地十分活潑，

不 時 叫 「Yeah」 與 粉 絲 打 招
呼。擔任表演嘉賓的曹格就表
現風騷，沿途與粉絲握手，拍
照時更興奮得跳起來。

■容祖兒(左)和古巨基拖住手進場。

為攜同熊貓公仔解畫
壓軸亮相紅地毯，則是穿黑
色唐裝衫的成龍大哥，他手持
一對熊貓公仔進場，沿途與
粉絲揮手打招呼，更有粉絲
帶來大哥的自傳給他簽名。
司儀問大哥有何鼓
勵說給後輩，他勉
勵大家道：「要堅
持夢想，永不放
棄，只要努力堅持，終有一天會
實現夢想。」
及後，司儀對大哥帶同一對熊
貓公仔同行感到好奇，大哥表示
說來話長，因他本身是熊貓大
使，早前到英國宣傳時獲贈此公
仔。之後大哥便帶它們到世界各
地與各個名人合照，也有各地的
影迷捐錢給熊貓公仔添新衣，大
哥也會將款項存入慈善基金，行
善幫助有需要的人。

譚詠麟北京宣傳新碟
製作費夠買幾層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譚詠麟(校長)昨午
現身北京，為全新國語專輯《欣賞》舉行記者
會，在專輯中與校長合作了歌曲《等一個可
能》、《強求好嗎》、《型人道》的陳潔儀、丁
噹、Gin Lee(李幸倪)特地出席，為他這場記者會
助陣。而張學友、劉德華、陳奕迅、五月天、
A-Lin(黃麗玲)雖遺憾無法親自到場，也特別拍了
短片祝賀。

給了我很多、很多不同的意見，然後分享了很多、
很多不同的經驗，我覺得那些經驗都是我們一輩子
都用不完的。在這一次合唱的這首歌，我想大家也
聽了《簡單是福》，那我也覺得大家在歌曲當中發
現我技巧上面的改變，首先再謝謝校長。校長是我
一個模範，我覺得他值得每一個樂迷喜歡，希望這
一次他的唱片大賣。最後我用《簡單是福》這首
歌，簡簡單單地祝大家幸福。」

大讚校長是自己模範

與丁噹分享感情經歷

當中劉德華表示：「Hello 大家好，我是華仔，
現場所有朋友大家好。校長，學生(指華仔自己)現
在還在休養當中，沒機會到現場支持你，先抱歉。
但是我知道，你有很多、很多、很多你的同伴，現
場的媒體都會為你鼓掌的。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和校長 Alan 已經認識了 30 幾年了，以前我記得
他幫我寫過一首歌叫《下雨晚上》，一直到現在才
有真正的機會和他合作。這次我們寫了一首歌，然
後他說希望我可以寫一些簡簡單單的東西，結果我
就寫了《簡單是福》。然後在錄音的時候，Alan

丁噹在台上稱和校長錄音時，校長和她分享了
許多男女之間的事，指當感情去到一段長時間，
不知應繼續還是分開時該怎樣做，即令全場大
笑。她即解釋校長是以過來人身份，跟其分享過
往經歷。
接受傳媒訪問時，校長提到今次是重本投資，
專輯製作費 Unlimited(無限)。「去錄音室都超過
100 次，因非常重視專輯，所以由籌備、邀請歌手
合作、監製、作曲及填詞部分都有份落手落腳參
與。做得到是我的福氣，久不久都要提升一下領

■李克勤也來澳門湊熱鬧。

■范瑋琪的銀髮
與其銀裙襯到絕。

■泳兒也穿吊帶裙清涼一下。

■張靚穎的透視
裝盡顯黑色魅力。
裝盡顯黑色魅力。

■Twins笑容燦爛地揮手。

葉家寶指邱達昌
想辦免費電視台

■ (左起)Gin Lee、譚詠麟、陳潔儀和丁噹昨日在
北京宣傳唱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
釗）葉家寶、黎燕珊、魏秋樺和
張瑪莉等前晚出席電影《天堂小
屋》觀影禮，加入創世電視任職
總監的葉家寶表示會運用在媒體
工作 40 年的經驗，繼續發放正
能量並傳遞出去。提到「賊王」
葉繼歡因癌症離世，家寶稱對方
早於 2010 年接受過宗教雜誌獨
家訪問，並寫下親筆信剖白他犯
案、悔改和信主的經歷。提到前
亞視老闆邱德根兒子邱達昌有意
注資有線電視，家寶表示對方是
有意辦免費電視台，但詳情就不
清楚。

■葉家寶(右)和黎燕珊對電視
圈仍相當支持。

黎燕珊樂見有線現生機

■華仔(右)在片段中盛讚校長。
域！今次新專輯執行兩年，籌劃三年，只計製作費
都花了 150 多萬元，還有我最寶貴的誠意。不過這
些費用全都未計自己的酬勞，夾夾埋埋都花了幾層
樓的價錢。」問他為何只請三位女歌手到場？校長
指所有合作的男歌手都正在巡演和有工作在身，所
以未能前來。

正忙於做舞台劇巡迴演出的黎燕珊，稍後要為奇妙電視拍開台特
備節目。對於邱達昌有意注資有線，珊姐表示不能代對方發言，但
暗示情況樂觀：「始終多個免費台就多個選擇，之前都聽到有好消
息，又有內部文件公佈事件，見到其員工都由很愁的樣變成開心
樣。有線作為上市公司都要公佈，但詳細架構我不可以代邱生
講。」

拍片撐《拆彈專家》首映 華仔神色不錯感覺自如

■ 儘管未能親赴現場，但劉德華也拍
了短片支持《拆彈專家》首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電影《拆彈
專家》前晚舉行首映禮，導演邱禮濤，演員
吳卓羲(Roy)、黃日華、姜皓文、石修、廖啟
智、張繼聰及 BabyJohn 等均有出席，身兼監
製及演員的劉德華因早前墮馬受傷，現雖進
展至可由枴杖輔助下站立，但距離完全康復
尚有一段時間，故前晚他未能現身。雖然這
樣，華仔仍拍了短片跟大家見面。
在「拆彈」儀式後，大屏幕上看到華仔穿
西裝坐着，但只拍到他上半身。見華仔臉色
不錯，亦滿臉笑容，只是聲音帶點沙啞，開
始說話時更一度哽咽，不過之後都變得輕
鬆，而說話時上半身郁動幅度頗大，感覺也
很自如。華仔說：「多謝大家配合，危機已
經解除，多謝傳媒和共事的朋友。我想了很
久怎樣做宣傳，但不是你想做宣傳就能做宣
傳，要上天批准，今次上天要我休息一陣

子，希望再精精神神見大家！」又感謝戲中
大班演員及台前幕後工作人員，「戲中有句
說話『用生命保護生命』，在未來日子一班
手足就代替我用生命保護生命，幫我到世界
各地宣傳！導演我又跟你講，我很快就跑跑
跳跳，談談笑笑又出現，多謝大家的支持，
不阻你們時間去欣賞《拆彈專家》了！」

吳卓羲認枯燥想識女仔
吳卓羲得知偶像華仔可用枴杖站起來，也
替他感到高興，他覺得華仔在網上一直報喜
不報憂，作為粉絲其實都心痛，希望對方盡
快鍛煉好腳及腰部肌肉，以求將來再合作。
姜皓文(黑仔)看到華仔可重新站起，覺得很感
動，知他之前撐起身也很辛苦，現精神奕奕
也替他開心。黑仔笑說：「無走樣，果然是
華神！」

Roy 前晚偕家人來看首映，
唯沒女伴，他笑言希望下套
戲可帶女友同來。他自嘲這
兩年當上宅男，只專注工作
沒外出，自然交不到女友，
本身認識的異性又通通已
婚。不過他的朋友有介紹女
生給他，奈何雙方各有工
■一眾好戲之人即場「拆彈」賀影片開畫。
作，未有機會見面，都只看
過對方照片。Roy 坦言：「眼緣很重要，想 已練出六塊腹肌的雛形。
姜皓文偕太太前來，之前在金像獎落敗他
由做朋友開始。我其實想拍拖， 因都枯燥多
時，但常要開工很少時間認識女性，圈子又 沒失望，反而替曾志偉高興。「今次邂逅了
細，無綫的都全見過了。」問他無綫現有很 金像美人， 打算拍拖幾年才將它帶回家。」
多新血嗎？Roy 笑指自己已非員工，未必入 提到志偉在台上領獎的一番話，事後被指囂
到無綫。他透露下月中會拍邵氏網劇《飛虎 張，黑仔表示跟志偉相交多年，知他說話一
極戰》，對手有苗僑偉、王敏德和黃宗澤， 向大情大性，故一點也不介意，更希望志偉
三人身形都很 Fit，因此他亦不容有失，目前 能拍部《1比26》一起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