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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有「粵曲王子」之稱的鄭錦昌昨
日正式宣佈退休，並於8月舉行4場告別演唱會。
鄭錦昌的告別演唱會定於8月28日至9月1日

舉行，8月28至29日在屯門大會堂演奏廳，8月31
日於元朗劇院演藝廳及9月1日於旺角麥花臣場館
舉行，只演4場。
演唱會主辦人高志森表示，過去數年，鄭錦昌
之香港區演唱會，都是和他合作。今次，他知道鄭
錦昌有感年事漸高，希望趁仍有體力時作一次告別
演出，為圓其心願，決定為他主辦告別演唱會。今
次是真正的告別演出，這次之後，鄭錦昌不會再開
演唱會。

難忘與李小龍表演
高志森日前與鄭錦昌進行了一次視像通話，鄭
錦昌回憶往事，說出他於1966年踏入歌壇，大
半世紀以來唱過大量佳作，然而，令他最難忘
的，卻是成名作《鴛鴦江》及《唐山大兄》，兩
首歌皆由他填詞，都令他名成利就。鄭錦昌
1966年出版首張個人華語唱片，1969年以《鴛
鴦江》瘋魔東南亞及香港歌迷，在當時香港只流
行華語及英文歌曲的時代，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1973年與巨星李小龍在《歡樂今宵》同台演
出，李小龍打功夫時，鄭錦昌演唱《唐山大兄》
一曲相和，成為全城佳話。

《唐山大兄》寫於1972年，當時鄭錦昌在馬來
西亞看到李小龍主演的電影《唐山大兄》，佩服
李小龍在戲中的英雄本色和威風，他看戲回家
後，便執筆寫了《唐山大兄》一曲，這首曲一
出，連李小龍也關注起來，他曾約鄭錦昌見面聊
天。至無綫節目《歡樂今宵》五周年紀念，當時
的監製特別安排鄭錦昌在節目中唱這首歌，唱到
一半，有人推了一個大蛋糕進入廠內，「啪」一
聲，李小龍從蛋糕後跳出來，對着他大笑，這件
事令鄭錦昌一生難忘，鄭錦昌說：「李小龍還在
節目中表演，他突然轉身，一個神龍擺尾，腳尖
就在我的鼻梢掠過，因為節目是直播的，他要踢
得很準才不至傷我，至今我仍記得那股腿風之
勁。」結果這支曲卻為鄭錦昌帶來無數演出機
會，他非常感激和懷念李小龍，故今次告別演唱
會一定會盡全力唱好它。

鄭錦昌宣佈退休 8月開告別演唱會
香港文匯報訊 9歲的香港小妹妹譚

芷昀（Celine）參加美國才藝真人騷
《全美一叮》，獻唱國際天后Celine
Dion經典作品《 My Heart Will Go
On 》後一舉成名，前日節目在播出
後迴響更大，很多網民都轉發Celine
的演唱片段，但最令人驚喜的是Ce-
line的偶像Celine Dion 在 twitter轉發
小Celine 的《全美一叮》視頻，並大
讚她可愛。
《全美一叮》的官方twitter昨日上
載了 Celine 的獻唱片段，寫道：
「You won't believe your ears when

9-year-old @CelineTam sings this
iconic @celinedion hit.（你不會相信
你會聽到一個 9歲的小朋友Celine
Tam 會 唱 Celine Dion 的 經典名
曲。）」其後Celine Dion轉發並大讚
「adorable」（好可愛），小Celine
得悉後非常開心，隨即留言：「Oh
my gosh thank you so much @Celine-
Dion！！！ You are my idol and it's
my dream to sing with you some-
day！！（天啊，很多謝你，Celine
Dion！你是我的偶像，我的夢想是有
天能和你合唱！）」

譚芷昀喜獲Celine Dion打氣

李佳芯
快閃首爾拍廣告
香港文匯報訊 李
佳芯（Ali）早前
獲韓國品牌邀請
擔任面霜代言
人，並飛赴韓國
拍廣告。原本可以
寓工作於娛樂，可惜
正忙於拍攝50周年台慶劇《誇世代》
的她，千辛萬苦才成功向劇組請假，
但條件是要Ali在36小時後交人。
Ali說：「其實我係坐凌晨機出發

去首爾，一到埗就化妝整頭，之後即
刻埋位拍廣告，影到夜晚收工同工作
人員食個飯，就要即刻返酒店休息，
因為第二朝我要坐最早班機返香港，
再趕返廠開工，計計埋埋，逗留首
爾，只有36小時。」
雖然拍劇要捱更抵夜，又要舟車勞

頓飛去韓國拍廣告，但Ali 表現專
業，韓籍攝影師對相片出來的效果亦
相當滿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為發掘對電影有熱忱的青年朋友，讓他們發揮所長，以及為影壇注入新血而舉行的

《美麗香港。人情事》短片拍攝計劃2017，前晚假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頒獎典禮，

短片作品《一米》更成為當晚的大贏家，囊括了公開組冠軍、最佳

導演及最佳新人獎三大獎項，而作品《不同年的他》亦

獲得了大專組冠軍及最佳編劇。評審關

信輝讚揚參賽作品水準高、有

靈氣，並鼓勵年輕人要

保持這份靈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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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計劃由銀都機構有限公司、寰亞傳媒集
團有限公司、英皇娛樂集團、寰宇娛樂有

限公司、美亞集團、太陽娛樂文化有限公司、天
下一電影製作有限公司、天馬電影、邵氏影城香
港有限公司主辦，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香港青
年協會M21媒體空間，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及
星影匯協辦，更獲香港友好協進會及百老匯院線
的熱心支持。除主辦方代表外，計劃亦邀得吳鎮
宇、馬逢國、吳思遠、陳慶嘉、關信輝等擔任嘉
賓評審團。

《一米》奪三獎成大贏家
自去年10月啟動以來，公開組、大專組及中
學組共徵集到超過160份故事大綱，經過評審團
的一輪篩選，最終有20部作品獲資助拍攝成短
片，短片作品《一米》成為前晚的大贏家，囊括
了公開組冠軍、最佳導演及最佳新人獎三大獎
項，而作品《不同年的他》亦獲得了大專組冠軍
及最佳編劇，獲獎作品亦將獲安排參加各類競賽
及交流活動。
主辦方之一的銀都機構總裁陳一奇表示，是次

活動讓大家看到香港影壇的新希望，並寄語青年
朋友繼續努力創作，將來必定能在影壇發光發
亮。前晚大會並邀得金像編劇陳慶嘉、金像導演
劉國昌、金像新演員胡子彤、談善言、關信輝、
田啟文等頒發每組的冠亞季軍、最佳編劇、最佳
導演及最佳男女新人獎共13個獎項。
嘉賓評審團之一的導演陳慶嘉寄語參賽學生：

「製作要聽話，但創作最好唔聽話，要天馬行
空。」而導演關信輝表示睇了參賽者的短片，登
時嚇了一跳，因為水準好高，更睇到影片有靈
氣：「不論影片長短，最重要有靈氣，才可觸動
心靈。」他又鼓勵年輕人保持這份靈氣在心裡。

胡子彤想拍女友歐鎧淳
負責頒發最佳男新人獎的胡子彤在台上分享：

「最重要係要相信自己的團隊，互相信任最重
要。」問到他可有拍過短片？他表示做運動員時
曾跟朋友拍過短片，本身都有興趣拍短片，但現
時先做好運動員本分，可能遲些才向公司提出。
問到想拍什麼類型的短片？他說：「想拍同家人
相處的趣事，我同家人感情好好，加上之前婆婆
同舅父相繼離開，想拍下美好回憶畀大家睇返，
（想唔想拍女友歐鎧淳？）一時時，開心回憶想
拍下，但唔開心都會記住，提醒自己唔好再犯
錯，（經常激嬲女友？）唔會，那次剛好俾人影
到。」他表示短期內也不會叫女友做短片的女主
角，因為她之後要應付一連串比賽。至於他自己
將會拍攝葉念琛的電影，又要學拳及詠春裝備自
己。
談善言表示被獲邀上台頒獎感到很驚喜，因本

身非讀電影出身，而台下很多人都是讀電影，而
她還要在台上分享，自覺作為新人未有資格。問
到可曾拍過短片？她說：「做模特兒時都有幫過
大學生的畢業作品演出。」近日正在放假的她，
透露將獨自去斯里蘭卡旅行，問到一個女仔不怕
有危險嗎？她說：「當地有80%人民信佛，我上
網查過當地人對遊客好友善。」她自覺做人方面
要努力，改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她說：「我唔
識講嘢，個人比較內向，去完旅行個人就會放
鬆。」談到工作，她表示旅行返港後便會為奇妙
電視拍劇。

想孖丁噹拍MV
校長：設計kiss橋段
香港文匯報訊 譚詠麟、五月天、
丁噹等前晚齊聚上海參加「2016年
度MusicRadio中國TOP排行榜頒獎
盛典」。丁噹當晚獻唱《當我的好朋
友》，她更獲譚校長大讚很會唱，校長
又笑言：「我們兩個合唱的新歌應該
要拍一支MV，可以安排設計kiss的
橋段。」

完整得獎名單
公開組冠軍 《一米》

公開組亞軍 《百利冰室》

公開組季軍 《太平洋6號》

大專組冠軍 《不同年的他》

大專組亞軍 《土發麵包》

大專組季軍 《港紋港地》

中學組冠軍 《日以作夜》

中學組亞軍 《跨》

中學組季軍 《堅守這份情》

最佳導演 呂達榮（《一米》）

最佳編劇 胡俊銘（《不同年的他》）

最佳新人 黃星叡（《財叔》）、
陶禧玲（《一米》）

宣萱不敢亂做食品代言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吳文釗）宣萱
昨日為葡國餐
廳擔任剪綵嘉
賓，她表示因
餐廳老闆是舊
鄰居，只收友情
價以示支持。
已很久沒在港做剪綵嘉賓的宣萱，

被問有否興趣開食肆時，她說：「做
食肆要有好大責任，之前試過開果汁
店已經有好大壓力，我都只是做宣傳
部。在內地也有食品商想找我代言，
我都不肯做，因為有些品牌真的未聽
過，所以寧願不做，也不想有人吃完
不舒服，自己又不安樂。」至於做代
言人有否被要求過做額外的事情，宣
萱說：「都試過簽合約時只列明做
1、2、3，但結果出來要做1、2、3、
4、5，被粉絲強行擁抱就沒有，通常
有保安在場，如果是女粉絲也沒大問
題。」工作方面，宣萱稱很多計劃仍
在商討中，包括無綫也有聯絡她，由
於她現在做自己的經理人，很多事都
要一腳踢完成，她笑道：「連起草合
約都要自己寫，終於明白經理人點解
要抽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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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錦昌能唱擅寫鄭錦昌能唱擅寫，，更更
擅於填寫廣東話歌詞擅於填寫廣東話歌詞。。

■■19731973年年，，鄭錦昌鄭錦昌((左左))與李小龍與李小龍((右右))、、
沈殿霞相聚於無綫廣播道總台木人巷沈殿霞相聚於無綫廣播道總台木人巷。。 ■譚芷昀成功在《全美

一叮》晉級。 ■Celine Dion都有留意並轉發。

■■《《美麗香港‧人情事美麗香港‧人情事》》短片拍攝計劃前晚舉行頒獎禮短片拍攝計劃前晚舉行頒獎禮。。

李佳芯李佳芯

■■銀都機構總裁陳一奇銀都機構總裁陳一奇
((右右))與田啟文寄語青年與田啟文寄語青年
人繼續努力創作人繼續努力創作。。

■■胡子彤胡子彤((右一右一))、、談善言談善言((左一左一))頒獎頒獎

予最佳新人陶禧玲
予最佳新人陶禧玲((左二左二))及黃星叡及黃星叡。。

■■最佳導演最佳導演《《一米一米》》呂達榮呂達榮((左左))從劉國從劉國
昌手上接過獎項昌手上接過獎項。。

■■譚校長譚校長((中中))大讚丁噹大讚丁噹((右右))很會唱很會唱。。

■■高志森非常高志森非常
尊重鄭錦昌有尊重鄭錦昌有
藝有德藝有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