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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筆暢
周筆暢((中)獲得年度最佳
女歌手殊榮。
女歌手殊榮
。
網上圖片

■容祖兒憑紮實的唱功
「 港台最受歡迎女歌手
港台最受歡迎女歌手」
」
獎，可謂實至名歸
可謂實至名歸。
。

■薛之謙獲得年度最佳男歌手獎。
■新生代人氣偶像許魏洲斬獲「年度人氣
網上圖片 歌手」和「年度十大金曲」兩個大獎。

出席
「亞洲新歌榜
亞洲新歌榜」
」
北京頒獎禮

成
容祖兒 「港台最受歡迎女歌手
港台最受歡迎女歌手」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亞洲新
歌榜 2017 年度盛典」前晚在北京舉行，
頒獎當晚眾多華語派實力歌手雲集，羅志
祥、薛之謙、周筆暢、 郎朗等悉數到
場。在現場容祖兒身穿露背喱士飾印花曳
地長裙亮相，夢幻感十足，引得現場粉絲
頻頻歡呼。此次祖兒憑藉多年來製作精良
的音樂作品以及細膩扎實的唱功，一舉囊
獲「港台最受歡迎女歌手」獎，可謂實至
名歸。而近日在內地人氣十分勁的歐陽靖
（MC Jin）獲得「最佳說唱歌手」獎。

張建國 參演《安國夫人》

第十八屆「香江
明月夜」慶中秋活
動在 9 月 26 至 27、
29至30及10月1日
於香港文化中心大
劇院展開，並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
十周年。當中新編歷史劇《安國夫
人》由國家京劇院國家一級演員張
建國飾演朱勝非。故事講「靖康之
變」後，宋高宗畏敵如虎，一味退
讓求和，大片土地被金兵佔領。建
炎三年（公元 1129 年），臨安城
中，苗傅、劉正彥擁兵作亂，逼迫

■張建國

高宗禪位。駐守在外的韓世忠、張
浚等各路大軍聞訊群情激奮、聲言
勤王，但又陷於兩難之中：既怕時
間拖延，一旦金兵到來後果不堪設
想；又怕操切行事，傷害已陷叛賊
魔掌的皇室。在此危難之際，梁紅
玉毅然拋下襁褓中的幼子夜行數百
里急馳秀州，與丈夫韓世忠定下穩
住苗劉、拱衛內廷、裡應外合的連
環計策，一舉平息叛亂。內亂平息
不久，金兀朮率大軍已抵江南，
梁、韓夫婦臨危受命，金山阻敵。
金兵十萬，宋軍八千，敵我兵力懸
殊。梁紅玉審時度勢、以奇致勝，
指揮水兵潛水鑿漏敵船，金兀朮兵
敗黃天蕩。
另外，張建國也演出另一個劇目
《范進中舉》中的范進，《范進中
舉》講述明朝窮秀才范進多次考試
未中。這次，又到考期，范進又要
去應試；但因生計艱難，缺少盤
費，幸得同學及鄉鄰資助，勉強成
行。在考試中，范進因家庭貧寒，
受盡眾舉子的嘲弄諷刺。考試歸途
中，范進又多次聽得落舉的謊報，
心情十分頹喪，幾至絕望。當他回
到家中，突然得知中了第七名亞
元，一時興奮過度，竟成瘋癲。經
其岳父左右兩掌，痛擊其兩頰，才
醒過來。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
第十八屆
「香江明月夜」
慶中秋系列活動─中國國家京劇院京劇專場
主

辦：國家文化部

香港主辦：中華文化藝術交流協會有限公司
協

辦：香港中華文化總會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特別支持：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宣傳文體部、
深圳市文體旅遊局
演

獲眾多華語歌手支持的「亞洲新歌
榜 2017 年度盛典」，前晚在北

京舉行，薛之謙、周筆暢分別獲得最
高殊榮「年度最佳男、女歌手」，前
者上台領獎稱「爽啦」。

薛之謙斬獲「最佳專輯」
薛之謙憑借《初學者》斬獲「最佳
專輯」，他在現場發表感言：「今天
心情還好，非常慚愧，能拿到真的讓
我很關注的獎特別開心，所以我又快
發新專輯了。老規矩，不好聽就不要
聽啦！」新生代人氣偶像許魏洲受邀
出席並斬獲「年度人氣歌手」和「年
度十大金曲」兩個大獎，還獻上新歌
《忘了我吧》的舞台首唱。

另外，羅志祥、容祖兒獲得「港台
最受歡迎男女歌手」，而日本人氣團
體 AKB48 也拿下「年度最佳團體」。
作為樂壇天后級人物，此次祖兒獲獎
既是對她近 20 年音樂堅持的慰勉，更
是對她未來音樂創作道路的激勵。頒
獎時祖兒表示：「謝謝主辦方，謝謝
我的歌迷，我還是會繼續努力。」

俠」，打破《新世界》一個人的格
局，一亮相就「炸裂」現場。火熱的
節奏帶動着氣氛速度升溫，台下歌迷
吶喊聲不絕於耳，現場燃爆。

MC Jin吉克雋逸齊「嘻哈」
值得一提是，憑藉《中國有嘻哈》
近期人氣超旺的「嘻哈俠」歐陽靖，
也來到亞洲新歌榜的現場。MC Jin 獲
得「最佳說唱歌手」獎，並且與歌手
吉克雋逸首次合作一起當台「嘻
哈 」 。 「Trap 女 聲 」 遇 上 「 嘻 哈

■歐陽靖（左）與歌手吉克雋逸一起
當台「嘻哈」。

讚孫儷拍戲情感真摯
胡杏兒巨肚亮相成焦點

香港文匯報訊 胡杏兒有份主演的內地電
視劇《那年花開月正圓》，將於 8 月 30 日在
江蘇衛視、東方衛視以及騰訊視頻播出，而
前日則在北京舉行開播盛典，其他有份主演
■胡杏兒（左）因拍劇同孫儷成為好友。 的包括孫儷、陳曉、何潤東及謝君豪等都有
出席，他們在台上玩遊戲，分別用選道具的
方式來模仿指定的劇中角色。開播盛典其中
一個焦點是胡杏兒，皆因她是懷着七個月身
孕亮相，並笑言角色在感情上很複雜。由於
胡杏兒是在拍攝這套劇集期間懷孕的，所以
她在開播盛典上被司儀問到，誰是劇組中第
一個分享此喜訊的人，杏兒即表示：「這個
（懷孕）消息我第一個分享給導演，畢竟這
■孕媽媽胡杏兒聯同孫儷、 陳曉、何 件事是要讓他知道。」
在告訴導演後，杏兒將這個喜訊分享給孫
潤東及謝君豪等北京宣傳內地劇。

儷，她笑言：「因為我們當時正要拍一場對
打戲，所以事前要先跟孫儷說清楚，希望她
能『手下留情』，哈哈！當然孫儷也很戥我
高興。」杏兒更表示，孫儷知道她懷孕的第
一個反應是「也想再生一個」。事實上，胡
杏兒之前接受內地傳媒訪問時表示，今次飾
演胡詠梅，是她「演藝生涯中最命苦的一
個」，與孫儷飾演的周瑩有不少對手戲，兩
個角色演繹的都是互相仇恨、互相廝殺的情
節；杏兒認為孫儷是一個特別認真和敬業的
演員，拍戲很投入，情感真摯。除了孫儷，
胡杏兒在劇中與何潤東飾演的吳聘是青梅竹
馬的玩伴，也是心目中的白馬王子，她表
示：「何潤東也非常符合這個角色定位，非
常帥。」

阮兆祥上演「偷情記」搶分
香港文匯報訊 阮兆祥以隊長身份、率領
細細粒（陳嘉佳）、蝦頭（楊詩敏）及鄧
兆尊，齊齊上內地搞笑節目《喜劇之王》
與內地搞笑隊伍進行PK賽。上一集，祥仔
憑藉驚人「鼻哥窿吹牧童笛」絕技技驚四
座，成功為團隊爭取該回合第一名。來到
今集，祥仔團隊上演「偷情記」搶分，而
是次焦點表面是落在蝦頭以及兆尊身上。
二人七情上面、施展渾身解數演繹「偷情
四式」—呻吟、蒙眼 SM、海棠春睡以及
跳艷舞，鹽花搞笑兼而有之。不過實際上
焦點卻落在細細粒身上，飾演保安的她一
出場即不停「休褲」及整理衣衫，感覺有

點不自在，到謝幕期間向觀眾握手時，細
細粒更驚叫：「哎吔，甩褲！」幸好最後
有驚無險，並無任何香艷場面發生。
問到細細粒為何在握手期間會如此大叫
時，她笑言：「雖然所有服裝之前都有試
過身，但唔知點解去到正式演出之前，我
發現條褲太大條，可能同我當時瘦咗少少
有關啦，哈哈。我當時諗住就咁求其搵條
帶『索』住就算，但去到正式演出時就係
咁一路跌、一路跌，所以要不斷咁『休
褲』。」
另外，祥仔是次以超粗豪猛男形象登
場，遭節目男主持寸爆謂：「今次是祥仔

■左起：鄧兆尊、阮兆祥、蝦頭和細細粒
上內地搞笑節目。
第一次在《喜劇之王》做回男人，有沒有
唔習慣呢？」不過祥仔並未被嚇倒，更大
搞食字爛 GAG「反擊」謂：「咩叫做返男
人呢？我真係男人來！係咪太維肖維妙
呢？我真係有『子宮』（意思：手指公）
的，仲有兩隻！」

出：中國國家京劇院

演出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演出門票由8月22日開始，在各城市電腦售票網公開發售。
節目查詢:28809622，票務查詢:37616661

羅家英反串「神仙姐姐」
香港文匯報訊（寧夏特派記者 王尚勇）
近日，銀川兵溝影視城，電影《八戒降
魔》經數月籌備，正式開機。本片演員陣
容強大，《大話西遊》經典的唐僧扮演者
羅家英，此次反串「神仙姐姐」，這位女
神仙將是串連全片的關鍵人物。開機儀式
上，家英哥開玩笑說：「古裝戲我沒有反
串過，這是第一次，不知道為什麼，一看
到這個角色，就喜歡了。」主角朱圈生由
曾飾演《爆走大事件》中鑒黃師唐馬儒的
李迪出演，外形獨特、幽默搞笑的他，將
詮釋一個全新的八戒形象；此外，人氣小
花張悅楠(飾李銀刀)、實力小幹部向北(飾
張玉郎)等高顏值實力演員也傾情加盟。

影片的製片和宣發團隊對影片充滿信
心，製片人張勝表示，當你擁有一次機會
去拍西遊題材時，那是毫不猶豫的，這是
中國人最好的故事。

■家英哥此次以古裝反串「神仙姐姐」。

■Gaile大讚老公Ian值100分。

■好友齊齊出席樂基兒婚禮
好友齊齊出席樂基兒婚禮。
。

生BB順其自然 樂基兒美國再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過咗 37 歲
生日前黎明嫂樂基兒（Gaile）昨日於美國
加州，同從事有機食物網生意的圈外男友
Ian結婚，再度成為人妻！
樂基兒與從事有機食品生意的老公 Ian
拍拖兩年，今次一對新人只邀請了約 50
名親朋好友參加，婚禮在酒莊舉行，他們
於一片綠色草原上舉行，既浪漫又甜蜜。
幸福滿瀉的 Gaile 忙個不停，越洋分享出

嫁 的 心 情 ？ Gaile 表 示 好 開 心 ， 提 到 老
公，她當然十分滿意，畀足 100 分，繼續
還發表愛的宣言：「永遠快樂！（會否生
BB？）順其自然！」本月 22 日剛過 37 歲
生日的 Gaile，表示與所有朋友一齊分享是
她今年最難忘的生日禮物！Gaile 經理人
Kim 也送上祝福：「Galie 是一位善良和
努力的人，這樣的人值得擁有幸福快樂，
祝福他倆！」

朴敘俊 月來港會港迷

演出日期：9月26日晚上19:30《折子戲專場》、9月27日晚上19:30《安國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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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被譽為韓
國「國民男友」的人氣暖男
朴敘俊為答謝粉絲們長久以
來的支持和熱愛，將於今年
首度舉辦出道後第一個亞洲
巡迴粉絲見面會。地點包括
香港、新加坡、台灣、泰
國、日本及韓國 6 站，將於
9 月 30 日舉行的香港站更屬
於今次亞洲巡迴首場見面
會，故此香港的粉絲們能夠
最先得到與「國民男友」近
距離接觸的機會。

■朴敘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