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3

■責任編輯：梅馨文

娛  樂  新  聞

■版面設計：黃力敬

2017年
2017
年 6 月 26
26日
日（星期一
星期一）
）

■ 各國的星級大廚
已整裝待發，
已整裝待發
， 準備
挑戰「
挑戰
「鋒廚
鋒廚」。
」。

■霆鋒透露會
與節目組合共
拿出2百萬元作
創業基金。

（記者 凡文）由謝霆鋒
主理的《鋒味》將成為美食競技
節目！在新一季節目裡，霆鋒將與由選拔
賽中產生的 8 位「鋒廚」組成團隊，面向全球展開
美食遠征，在國內外與頂級廚藝高手進行切磋，勝出者可得
到 200 萬港幣創業基金。霆鋒指由於知道很多人有美食夢想，但要追
求其實很難，因此他想給出獎金助有意者一圓創業夢。

霆 鋒 招 廚 神 向 全 球 大 廚 挑 機

《鋒味
鋒味》
》斥資
助圓創業夢
所有有參與意願的美食達人們可將
其廚藝視頻上傳到網上。當中從

各地遴選出的 60 名身懷美食夢想的達
人 8 月中將齊聚上海，通過兩輪甄選包
括個人展示及團隊競技，選出 8 位「鋒
廚」加入霆鋒團隊。在這場遠征中，
「鋒廚」們將與霆鋒攜手作戰，周遊
列國挑戰不同國家的星級大廚，霆鋒
自爆已經接到很多「戰書」：「真係
好多星級大廚，因為好多人想挑戰
《鋒味》，我都唔知點死。」而勝出
者將奪得創業基金，霆鋒透露會與節
目組合共拿出2百萬元作創業基金。
問他當初為何會有此構思？他說：
「知道很多人有美食夢想，但要追求其
實很難，尤其在香港，租金貴、食材又

貴，有呢筆基金對佢哋創業會有很大幫
助，當然希望也可吸納到唔同國家的人
來參與。」他盼集合喜歡美食的人，尤
其是擅長煮中餐的人，霆鋒認為煮中餐
比較考技巧：「工具比較複雜，要講火
喉、爐頭。」另他有感中餐風味文化正
逐步流失，不想因而開始失傳，故此是
時候要做些「運動」去改變了。他表示
參加者不一定是普通人，也可以是大
廚，總之大家都喜愛烹飪，為求大家都
可一起參與。

澄清手傷跟下廚無關
霆鋒亦透露會起碼有 12 場大賽，將
到外國作賽，另有短視頻比賽在北京
舉行，亦不諱言會請明星嘉賓。問霆

200 萬
■之前的 3 輯《十二道鋒
味》請來多位紅星參與。
■霆鋒指手傷
跟下廚無關。

鋒對他的「鋒廚」團隊最着重哪方
面？他說：「最難搞係默契，最希望
搵到投契的人。」提到他早前手部勞
傷，但依然繼續炒落去？他澄清手傷
跟下廚無關：「應該係之前拍動作片
的舊患，可能係之前在廚房整到條
筋。唏！煮飯點會煮到咁？」他呼籲

參賽者可密切留意《鋒味》平台及
facebook，會有參賽詳情及貼士。
評判團方面，霆鋒話：「節目組未
講定，好多當地美食家，又有可能係
平民老百姓。」他亦鼓勵網友積極給
予評價，或有機會被選中到外國比賽
試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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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敵新樂隊輸金曲樂團獎

五月天稱樂意分享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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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張美婷）第
28屆金曲獎前日在台北小巨蛋舉行頒獎
典禮，五月天入圍 8 個獎項，但最後只
拿下「最佳國語專輯」，五月天主音阿信
則拿下「最佳作詞人」兩個獎項，而最佳
樂團、年度歌曲等三大獎則由去年出道的
樂隊「草東沒有派對」（草東）拿下。另
外，第 6 次入圍的方大同則獲「最佳國語
男歌手」，一奪本屆歌王。
五月天雖然被「草東沒有派對」打
敗，無緣「最佳樂團」，但阿信表示，
「這不是世代對決」，五月天亦坦言很
欣賞草東。五月天更指草東的第一首單
曲出來就開始注意對方，被《山海》這

首歌給吸引，去年犀利趴也邀請他們演
出。阿信還特別要記者把這段話寫出
來，「這麼多年，肯來找我們的樂團真
的也不多，大家可能覺得我們太有距離
感，我們有很多資源，應該和大家分
享」，指只要草東有任何事需要五月天
幫忙，他們都會願意幫忙。
另外， 阿信以《成名在望》首次獲得「最
佳作詞人」獎，當宣佈阿信得獎時，成員瑪
莎在台下情緒激動，一度落淚，「阿信一直
在寫詞，就覺得他應該要得」。五月天則憑
《自傳 history of Tomorrow》奪「最佳國
語專輯」，他們直言每次做完一張專輯就像
用完一條命，更笑說：「下一張專輯，一定

讓大家等很久。」

方大同年底推新人
這次金曲獎也讓感情超好的五月天和
日本天團 GLAY 有機會合作，以及在後
台敘舊。 五月天結他手怪獸和 GLAY 結
他手 TAKURO 在金曲獎合作演出上各自
所用的兩把結他，都是由對方所贈，因
此別具意義。
而成為本屆金曲歌王的方大同稱，得
獎當下很意外。他覺得音樂無框架，未
來暫時不會出專輯，現在自己當老闆，
年底會推新藝人，希望能帶他們做想做
的音樂。

丁子朗找 King Sir 惡補演技

欅坂46握手會 男持刀闖入欲殺成員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女子偶像團體
欅坂 46 前晚在千葉舉行握手會，其
間一名 24 歲男子攜帶長 12 公分的水
果刀和信號彈入場，在他要燃放信
號彈時，被保安人員及時發現制

止，事件中無人受傷。該男子被審
問間坦言，持刀闖入是為了殺害其
中一名成員，警方仍在調查他的犯
罪動機。至於欅坂 46 昨日在幕張國
際展覽中心的活動仍如期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丁子朗、馮
盈盈、岑杏賢及翟威廉等，昨日出席無古
裝劇《射鵰英雄傳》宣傳活動，四位演員分
組玩遊戲，又分別扮演劇中角色。
近日頻頻出席活動的丁子朗，被問到是否
受到公司力捧？他笑說：「絕對唔係力捧，
公司畀機會咪做囉，可能我得閒，所以乜嘢
都撈到。」不過他都感謝公司給予機會，並
透露稍後會拍《再創世紀》，好開心可與偶
像周柏豪合作，與林文龍及周柏豪有對手
戲。問到他港男卸任後，會否上藝訓班？他
說：「有讀過，不過當時有工作，上咗一半
課堂，現在就自己報讀King Sir（鍾景輝）
的演技班，每日都上堂，因為唔想第一套劇

就仆直。」
問到他在
劇中可有感
情線？他笑
說 ： 「 有
■馮盈盈
■丁子朗
呀，係我鍾
意人追唔到，做兵，做返自己。」他指
《再》劇會拉隊到到歐洲拍外景半年，但到
時他又要拍另一齣劇，該劇他又是做兵，可
能覺得他是「做兵」的材料。
馮盈盈被發現兩隻腳都好多印，她指可能
是皮膚敏感，醫生男友因為是睇風濕科，只
叮囑她戒口。講到今屆參選港姐日前進行面
試，盈盈透露有中學及大學同學報名參選。

甄詠珊 自爆險成「「小三」」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甄詠珊和艾美
琦前晚到夜店出席娛樂公司開幕派對，近期忙拍
無劇的甄詠珊開心一劇接一劇，稍後又與陳煒
拍新劇，除此之外也要為自己錄新歌，新歌內容
以中女為題材，她說：「首歌是講中女心聲，之
前我也有追求者，原來他隱瞞已婚，但被我及時
發現，好彩只是約會階段，發覺很多中女都心急
找另一半，結果容易被人利用。」
艾美琦就表示十分擔心在外地直播造假的好友
林雅詩現況，她說：「因為我返內地登台想找她
一起，但一直找不到她，好擔心。」問到會否擔
心對方再做傻事時，她說：「都有，所以想透過
大家幫手聯絡她。我認識的阿詩是個很純的人，
她在內地也很受歡迎，不知是什麼人出的主意
（直播造假）。」

Kellyjackie
深圳返港有艷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
釗）保良局主席陳細潔、陳小
寶和歌手 Kellyjackie 前晚出席
保良局教育服務 70 周年巡演。
主席先到商場與學生們進行快
閃音樂表演，她表示巡演活動
是歷史創舉，得到超過 1300 名
學生和 50 多間學校參與，由中
午起在銅鑼灣各處巡演，讓學
生有機會在戶外場所表演。
Kellyjackie 為 大 會 主 題 曲
■Kellyjackie 與
《百年樹人》填詞，原來她曾
中東男交換聯絡
就讀過保良局的學校，老師找
資料。
她幫手時感到十分榮幸，可以
為母校出一分力。笑問她求學時期是否乖學生？
她笑言也算是，只是讀書成績不叻，在某幾科如
音樂較突出，要到保良局的學校重讀。問她當年
是否大受男生歡迎，她笑道：「不是，通常我是
幫朋友，因為我沒有殺傷力，我是一個非常好的
伴。」Kellyjackie 又稱早前由深圳返港時，遇到
一個不懂搭車的埃及中東男士，之後一起搭車全
程用英文交流，問到有沒有發展機會，她說：
「我們有交換 WeChat，看緣分吧。我有個神婆
朋友話我下半年會好些，真的被她說中。」除深
圳艷遇外，她表示近期也有 3、4 位男士向她表
達心意，現在要花時間了解。

King@C AllStar
愛拍喜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
靜 儀 ） 袁 澧 林 、 King@C
AllStar、李任燊、彭永琛及
導演陳雅莉等前晚以校服造
型到鑽石山出席電影《那一
年，我17》謝票活動。
袁澧林笑指穿上校服的
■King 望與袁澧林
有音樂上的合作。 King 十分搞笑，King 自言
一 向 視 尊 尼 特 普 （Johnny
Depp）為偶像，初次拍電影即發覺自己更喜歡
拍喜劇。袁澧林又爆他不用埋位時就會看周星馳
電影的搞笑片段，King 笑說：「拍完今次，下
次可能冇人搵我拍戲，我係音樂人做音樂為主，
第一次見到自己個頭在上面（銀幕）真唔習慣，
個頭真係好大！」他又稱感受到袁澧林的女神光
環，大家合作得很開心。
袁澧林表示與阿 King 傾偈後發覺二人都是固
執及堅持的人，問到兩人可有發展機會？King
即說：「下部戲？又或者音樂上會有，佢把聲音
好甜，希望音樂上有合作機會。」C AllStar其餘
三子之前笑指 King 可以做鄭中基的接班人，他
指 Ronald 功力深厚，自己是初出茅廬，再浸多
十年至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