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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向太力撐言論，成龍謂：「我
未睇，第一我唔睇八卦新聞，所

以少好多煩惱。（向太說你攬住佢
喊？）多謝你哋。（有否看近日卓林
新聞？）我唔睇八卦新聞，唔上網，
咁會少好多煩惱，現在做好電影，做
好自己。」
再被重提舊事，會否不快？成龍即

說：「唔會喎，我現在個人仲有咩唔
開心？（不怕影響到你？）一世係
咁，永遠係咁。」說到向太指成龍曾
遭恐嚇勒索，成龍避談說：「後面有
人等緊。」即起身走人，行了幾步忍
不住轉身說：「我現在冇咩唔開心，
奧斯卡都攞埋有咩唔開心？」

熊貓公仔叫價2千萬
對於有報道指清水灣「大哥片場」

去年因僭建貨櫃屋已被屋宇署「釘
契」，成龍謂：「唔好小題大做，件
事已交律師處理，因我長期不在港，

有時交畀人拍戲，不知道他們搭了些
什麼，我無返去睇，但知道件事會跟
法律去做。（影響拍戲？）無，我少
在香港拍戲，我都想返香港拍，但香
港少佈景，又不可以封街，如果拍藍
佈景、綠佈景就會盡量回香港拍。」
成龍當晚奪得兩個獎項，他到後台

拍照時依然拿着兩個熊貓公仔，成龍
表示原本擁有兩個熊貓公仔的第5年
已經想拍賣，但至今第7年仍不捨得
賣出去，有人叫價2千萬，但需集齊
跟名人合照等全套發售。

祖兒不敢私訊李榮浩
《第21屆Channel [V]全球華語榜
中榜暨亞洲影響力大典》前晚順利頒
發45個獎項，出席歌手幾乎均奪得兩
個獎項，平分秋色。「榜中榜最佳
男、女歌手」香港得主是容祖兒和李
克勤，內地則由張靚穎和李榮浩捧走
獎項。

容祖兒（Joey）獲得「榜中榜最佳
女歌手（港台）」和「Channel [V]亞
洲全能歌手」兩獎，剛開完演唱會的
Joey表示心情輕鬆，如釋重負，稍後
會放假去日本旅行，而男友劉浩龍
（師兄)因要開戲不會同行，Joey笑
謂：「此行是帶媽媽和姑媽等『阿媽
級』去玩，（師兄媽咪有份去嗎？）
無喎，（師兄又可會行外母政策？）
不講這些，講些正經事吧，還以為有
什麼新鮮話題，（咁你有無追求
者？）大家太睇得起我，不過我驛馬
星動經常出埠，都好難講。」
工作停不了的 Joey正努力物色新

歌，她指剛才見到李榮浩時叫他加油
來暗示追歌，「希望他明白我意思，
可能我面皮太薄不好意思當面追歌，
雖然自己有他的電話，亦不敢私下問
他，怕被他的女朋友楊丞琳誤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古
巨基奪得「最佳專輯」和「亞洲影
響力最受歡迎男歌手」，基仔好一
段日子沒參加頒獎禮，他表示：
「因今次得『最佳專輯』獎，這張
碟是翻唱哥哥張國榮經典歌曲，對
自己很有意義，而去年沒有出廣東
專輯，今年會發力做廣東碟，（造
人呢？）我都想，出碟和造人同步
進行，我不是懶造人，其實老婆都
忙，（有否尋求生仔偏方？）沒有
特別去搵，都是傳統方法用中藥調
理，但不是古靈精怪的偏方，（有
否食虎鞭補身？）唔使食這些，我
仍有心有力，點解我會講有心有
力？通常是年長一輩先講，總之今

年希望做碟、造人。」此時，基仔
老婆在身邊催着離開要趕搭船回
港，大家取笑他們趕住返港造人，
基仔笑謂：「老婆催啦，我要聽佢
講，快些返去，可能要計時辰，哈
哈。」

阿嬌接拍台灣偶像劇
Twins當晚奪得「最佳舞台表現力

獎 （港台）」和「 Channel [V]亞
洲最佳組合 」，鍾欣潼（阿嬌）和
蔡卓妍（阿Sa）今年的工作量可不
少，除了繼續做巡迴演唱會，亦會
各自拍電影，但有關詳情就保持神
秘感不作透露。
Twins明日將返阿Sa家鄉東莞做

巡唱，接着到廣州和馬來西亞站演
出，阿嬌表示將會首度接拍台灣偶
像劇，6月到台灣開工，男主角和導
演都是勁人，但暫時不能透露是
誰。問到她和男主角有否發展機
會？阿嬌即說：「沒有，對方已有
女朋友。」阿Sa幫口說：「大佬
呀，拍戲不是拍拖，我們好專業，
不是去追男仔。」阿嬌續說：「我
好認真和畀心機拍，很久沒接過這
樣滿意和開心劇本，很有故事性和

發揮機會，預計要3個月工作天，希
望不要太熱。」
阿Sa將於7、8月到美國、加拿大

拍戲，她開心說：「會同一個我好
鍾意的女演員合作拍懸疑片，未講
得係邊個，劇種類型是猜估誰是兇
手，都幾好玩。」阿Sa又乘機宣傳
她有份演出的電影《原諒他77次》
會於6月上映，不過阿Sa投訴男主
角周柏豪忙着準備演唱會，宣傳工
作便落在她身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台灣歌手劉若英
（奶茶）和內地歌手李榮浩都有不俗成績。奪得
「榜中榜最佳演唱會」和「亞洲影響力最佳跨界藝
人」的劉若英，因患上感冒抱恙，她在台上表演特
別緊張，覺得比起攞獎更緊張。
最近奶茶的爸爸剛做完心臟手術，她透露爸爸

進展非常好，很順利健康，可以放下心頭大石，因
近日父母都要動手術，經常要跑來跑去，總算順
利，但繃緊過後突然放鬆就捱出病來，問其老公有
否安慰？她說：「無呀，最大幫忙是照顧我兒子，
（囝囝拍片幫公公打氣？）係呀，每次爸爸看到我
囝囝視頻都很開心，我着他叫『公公加油，公公勇
敢』，爸爸在入手術室前看到很開心。」
李榮浩奪得「最佳男歌手（內地）」和「亞洲
影響力最佳演唱會」，他透露：「這個演唱會做了
兩年，剛完成美加站，下月再到新加坡，九月會去

台灣小巨蛋，
之 後 再 到 澳
洲。」李榮浩
之前在網上放
上飲酒相，有
指他開騷期間
不忘飲酒，他
愕然問：「在
哪 裡 ？ 是 我
嗎？不可能，
演唱會前我是不會飲酒。」他指在美國登台的感覺
不一樣，當地華人會跟着一齊唱，「不是在亞洲地
方，但大家都跟住唱中文歌，好有感覺。（沒有帶
女友楊丞琳同行？）為何演唱會要帶她去？（會一
齊去旅行？）有機會吧，要睇時間，（你們很久沒
一起外遊？）你點解咁清楚？」

香港文匯報訊在參與《中國好
歌曲》第三季嶄露頭角的王梓
軒，憑借本年度音樂影視各方面
的優異表現，前晚斬獲榜中榜
「年度新銳男歌手」。
歌曲演繹環節中，王梓軒現場

大騷琴藝演繹《心電圖2016》，

當中旋律耳熟能詳，原來該歌曲
是精選集結全年最受歡迎的30首
華語歌曲，包括林俊杰、周杰
倫、田馥甄、五月天、許魏洲、
張靚穎等均列其中，引起現場觀
眾不少回響，這也是對王梓軒作
為創作歌手的肯定。

香港文匯報訊 江若琳（Elanne）到電
台宣傳新歌《小燈塔》。今年是Elanne
出道十周年，她希望可以於9月底開騷，
因9月底同時是其30歲生日，有雙重意
義。
除此之外，Elanne還透露想出一本靚相
散文集，但不是寫真集，她解釋說：「我
唔出寫真係因為現在啲女仔出寫真身材好
好，我咁樣出來，自己都唔好意思，所以
係想靚相加散文集。我人生20歲出咗青
春寫真，30歲想出輕熟女相集，希望40
歲可以帶住兩個仔女影。」
Elanne又表示散文中應會講述自己的經
歷、人生觀及愛情觀。她亦計劃出埠影靚
相，更不介意以三點式造型示人，她笑
言：「我會着三點式游水，想記錄一下30歲女仔的生活狀態，我都喜歡
潛水，可能着潛水衣，吸引到班潛水愛好者。」

香港文匯報訊姚晨前日聯同張天
愛、蔣夢婕等到上海出席品牌開幕活
動。姚晨表示最近正在嘗試做電影幕
後工作，第一次擔任製作人，希望做
一些自己喜歡的題材。她說：「這跟
做演員的工作不同，以往參與演員工
作相對比較簡單，只需演好角色，現
在各樣籌備工作都要參與，要熟悉整
個影視行業的各個環節各個工種，一
切從頭學起，是個新嘗試。」雖然有
壓力，但她會不斷嘗試。
另談及她最近參加了第二季《跨界

歌王》獻聲，她說：「要跨界去唱
歌，真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同時充
滿了挑戰和困難！」她還笑說：「以
前唱KTV很輕鬆就能唱出好聽的歌曲，今次站在舞台上才知道
唱歌和表演也是一種專業，要多排練才能站在台上發放光芒。站
在舞台上的那一刻讓我一瞬間回到最初自己還是個新人的狀態，
會緊張也會出醜。」

中新社電 第26屆中國金雞百
花電影節執委會日前在京宣佈，
第26屆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將於
9月13日至16日在呼和浩特市舉
辦。
據中國影協駐會副主席張宏介

紹，本屆電影節將舉行「電影節
開幕式暨文藝晚會」、「電影藝
術家走紅毯儀式」、「中國電影
金雞獎頒獎典禮」和「中國電影
金雞獎提名者表彰儀式」等四項
精彩紛呈的主體活動；還將舉行
國產新片展、金雞國際影展、港
澳台影展、少數民族電影展、大
師影展等主題影片展映活動，以
及中國電影高峰論壇、中國電影
科技論壇、國際電影合作論壇等

學術論壇活動。第31屆中國電影
金雞獎最終獲獎者也將在本屆電
影節中揭曉。
金雞百花獎曾經與香港電影

金像獎、台灣電影金馬獎並稱
華語電影三大獎項，既是最主
流最專業的獎項也是最具有權
威性的獎項，並稱「三金」。
然而近年的金雞百花獎聲勢和
威望有所下滑，去年的百花獎
頒出曾因為缺乏專業性引發一
片爭議，對此，張宏表示，金
雞百花獎希望能在新的時代繼
續曾經的權威性，「對於投票
方式等環節，我們也在不斷進
行探索和調整，希望能夠更加
完善更加科學」。

姚晨首任電影製作人江若琳想出書
着三點式影靚相

第26屆金雞百花電影節
9月呼和浩特舉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成龍就吳綺莉與女兒卓林關係

再度陷入僵局而成焦點，早前吳綺莉開記者會哭訴未曾收過成龍

一分一毫養育女兒，繼而引來向華強太太力撐成龍是有情有義，

大爆成龍曾在她面前哭過多次。前晚成龍在澳門出席「Channel

[V]全球華語榜中榜」頒獎禮，他破例首度開腔回應有關「小龍

女」卓林問題，今時今日的成龍連奥斯卡獎項都攞過，自言再沒

其他事令他不快。

破例回應「小龍女」問題

基仔今年造人出碟同步進行 父平安度過心臟手術 劉若英鬆口氣後即病

王梓軒「串燒」大熱歌曲

■王梓軒
獲「年度
新銳男歌
手」。

■基仔用中藥調理身體。

■ 阿 Sa
( 右)、 阿
嬌將分別
到加拿大
及台灣工
作。

■江若琳有意出靚相散文
集。

■姚晨近年積極作多方
面嘗試。

■日本男星赤西仁(左)和山田孝之(右)
前晚在澳門遇到成龍即邀合照。

網上圖片

■「榜中榜最佳男、女歌手」
香港得主是容祖兒和李克勤。

■劉若英抱恙出席頒獎禮。

■■成龍稱不看八卦新聞成龍稱不看八卦新聞，，所以少好多煩所以少好多煩
惱惱。。

■李榮浩當晚
亦有到澳門領
獎。

■■成龍自言再沒其成龍自言再沒其
他事令他不快他事令他不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