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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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中央芭蕾舞團將來港獻技。其中
他們將獻上現代芭蕾舞劇《沂蒙

頌》，由馮英任製作人、總策劃，特邀王慶爽演唱。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芭老一輩藝術家根據沂蒙地區人

民在戰爭年代用乳汁救傷員的故事編創了芭蕾舞劇《沂
蒙頌》。之後，拍攝成電影，使得這部作品成為了那個
年代家喻戶曉的一部民族芭蕾舞劇。其中的主題曲《願
親人早日養好傷》隨舞劇和電影的上演，不脛而走，
傳誦至今。重新創作這個感人的故事，除了向老一輩藝
術家們致以崇高的敬意，更重要的是讓年輕人感受那份
人間真情，學習沂蒙人民用生命來保衛子弟兵的高尚情
操，讓軍民魚水之情發揚光大，讓沂蒙精神代代相傳。

這次派對的構思是來
自他們二人覺得過

去的日子大家都過得非常精
彩，恍如一場好的球賽一樣，

上半場大家的表現都非常理想，現
在人生就像是球賽的中場休息，大
家應該好好慶祝並展望未來，在下
半場的「球賽」中表現得更好、更
出色。所以這一次的派對命名為
Half Time。 而 這 次選址在倫敦
Hyde Park 內的 Kensington Palace，
在皇宮內舉行派對，所有人都要打
扮得漂漂亮亮，正裝赴會。

過百賓客盛裝到場
這次主要邀請二人共同認識多年

的好朋友，當然少不了30年之前一
起在意大利讀書的舊同學，連老師
都一起邀請過來，因為這所學校的
學生是來自世界各地的，他們都特
地飛抵倫敦出席派對，讓Karen夫
婦二人非常感動。當然雙方的家庭
成員及工作夥伴都一起參與這盛
事。這次派對上Karen更宣佈，他
們家庭將會正式成立一個慈善基
金，秉承家族一直致力公益事業的

精神，希望可以幫助更多人。他們
希望所有出席的賓客可以踴躍募捐
善款，幫助提供一個完整的獎學金
名額，讓小孩子可以去他們的母校
世界聯合書院位於中國常熟的分校
就讀並認真學習，實在非常有意
義。

MIKA臨時上台表演
當晚Karen 分別於酒會與晚宴上
換了兩套衣服，均是來自著名設計
師Shiatzy Chen的手筆，粉紅色的刺
繡露背長裙充分表現出中國美，晚

宴的金色亮片晚裝把Karen完美的
線條表現得完美無瑕。更得到De
Beers為Karen精心配搭了接近港幣
二百萬元的珠寶，讓她更加明艷照
人。Karen為了讓所有來賓都可以玩
得更開心，更邀請了一隊樂隊現場
表演，她更在樂隊演唱《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時，一時技癢，忍
不住到台上與樂隊合唱，而來賓當
中包括著名國際歌手MIKA，也被
Karen臨時拉上舞台一起表演，讓所
有賓客都為之瘋狂，所有人盡興而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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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芭蕾
舞團《芭蕾精品薈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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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中央芭蕾舞團

演出日期：9月29日晚上19:45

9月30日下午14:00（票已售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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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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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晗發聲賀李晨首執導演筒
中國首部現代空戰電影《空天獵》將於香港

上映，電影以空軍作題材，描寫一群年輕的空軍
飛行員為了夢想和友情，一起出境執行反恐救援
作戰任務，為了國家利益和軍人使命戰鬥到底的
傳奇故事。電影是李晨演而優則導的首部電影作
品，更是他作為軍事愛好者的一套圓夢之作，自
導自演的軍旅題材電影。作為好兄弟的鹿晗力挺

老友傾力獻唱電影片
尾曲，將空軍面對威
脅不妥協、面對危險
不畏懼、保家衛國的
決心淋漓盡致地演
繹。對於李晨的邀
請，鹿晗亳不猶豫就
答應主唱，除了是對
李晨的信任外，更是
對好兄弟的一份支
持。

陳凱歌新片亮相多倫多電影節
9月10日，在加拿大多

倫多，導演陳凱歌與夫人
陳紅出席電影《妖貓傳》
六分鐘片段版放映式。
多倫多電影節「站台」

競賽單元評委之一、中國
導演陳凱歌執導的新片

《妖貓傳》六分鐘片段版本10日在2017年加拿
大多倫多國際電影節進行放映。

陳法拉請胡巴睇音樂劇
《捉妖記2》主角胡巴飛到了紐約時裝周做名

華裔時裝設計師Vivienne Tam的2018春夏系列
模特兒，並行catwalk。正在紐約進修的陳法拉
亦獲邀出席是次時裝展。胡巴出名精靈活潑，衝
出國際一樣氹得外國觀眾非常開心。作為壓軸模
特兒，胡巴身穿棒球褸及運動服以街頭休閒look
出場，立即引來所有在場女士尖叫，完騷後不少

人更走到後台爭相與他自拍，小妖王也想不到自
己如此受歡迎。法拉日間捧了胡巴場，晚上她就
變身導遊帶胡巴遊紐約，更細心請了胡巴睇百老
匯歌劇《獅子王》（Lion King），「胡巴睇辛
巴，而且大家都是闔家歡電影裡的主角。此外，
胡巴走在紐約街頭一樣吸引途人注目，意想不到
的竟有不少人叫得出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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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蕭正楠(Ed-
win)、曹永廉(阿廉)、田蕊妮(阿田)等前晚到
尖沙咀出席劇集《超時空男臣》祝捷會，三
人聯同監製夾錢請食飯慰勞台前幕後人員，
並即場公佈劇集結局收視為30.1點， 結局
周平均收視達30.4點，而最高收視是28
集，高達34點， 成績理想。劇集有好收
視，問到會否開拍續集？阿廉說：「係都冇
咁快，Edwin又要拍劇，監製又有劇開，希
望有機會原班人馬，加埋阿嫂（Edwin女友
黃翠如）一齊拍。」
談到翠如在新劇《使徒行者2》中有不少
咀戲，他說：「有睇宣傳片，我戥佢so囉，
周柏豪同袁偉豪都靚仔。」旁邊的阿廉就對
Edwin笑說：「對比你當然靚仔。」問到會
否收睇該劇？Edwin表示一定會睇，但他晚
上就要飛去意大利等多個地方拍《 Do姐去
shopping》，會上網睇返。問到可會感到酸
溜溜？他笑說：「我都有同蝦頭（楊詩敏）

及同阿田咀，大家知拍戲係假嘅。」他又強
烈要求即使開拍《超》劇開拍續集，千萬不
要安排他與阿廉拍咀戲，問到是否因阿廉有
口臭？阿廉即搶說：「佢牙周病好耐。」
Edwin即還擊：「你爛牙我都冇講，別人點
解坐阿廉隔離有陣榴槤味，我話唔係榴槤，
係佢有爛牙。」阿廉不甘示弱再說：「係咪
你遞高了格肋底？」二人調笑完一輪後，
Edwin又正經表示，之後要飛成個月，希望
大家幫手照顧翠如，還有拜託大家照顧有少
少弱智的「二弟」阿廉。

阿田因擺烏龍去錯地方
姍姍來遲的阿田到場後即道歉並解釋因

擺烏龍去錯地方，她不好意思說：「烏龍係
我本性，我一聽到打邊爐就以為是平日去開
的九龍城分店，沒為意係尖沙咀嗰間，去到
泊好車，問帶位嗰夥計，佢好似唔係好知
咁，仲以為係新來。」

香港文匯報訊 李克勤慶祝三十周年演唱會踏入八
場，古巨基、蘇志威、孫耀威、徐淑敏、黃杏秀、徐
濠縈及惠英紅等均有來捧場。而這晚的特別來賓是由
美國工作趕回來的陳慧嫻。克勤先與慧嫻合唱《痴情
意外》及《跳舞街》，令觀眾聽出耳油。又向大家介
紹，陳慧嫻是一個非常好的朋友，任何事只需一個電

話就會出現幫忙。而他讀
書時代，慧嫻的照片更加
是他們男生們必備壓在桌
面下的女神照，克勤說：
「當年我讀書張枱面，陳
慧嫻、中森明菜、譚詠
麟……一個不能少。」
而慧嫻就恭喜克勤有一

個好評如潮演唱會，又說
大家不要以為佢大咗肚，
慧嫻說：「為咗配合克勤
要求，單是找衫就搞了很
久才襯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曹永廉、唐
文龍及楊卓娜等昨日出席一美容學校開幕
禮，曹永廉表示自己皮光肉滑又年輕了，皆
因獲得該公司贊助美容，而他跟唐文龍及洪
天明的網購公司正洽談一起合作，所以昨日
也算是特來取經，希望將生意跨進一大步。
不過他指今年自己的演藝工作也很不錯，十
月共接了四個美國登台，回來後再跟家燕姐
到雲頂演出，11月會開劇之餘，無綫也安排
了黎耀祥、蕭正楠、黃浩然及他四人到泰國
拍旅遊特輯，會趕及於台慶推出。
阿廉表示日前他跟蕭正楠剛到過新加坡出

席活動及拉票，他說：「我好希望阿蕭今年

可以拿獎，任何獎都好，就算飛躍進步獎也
好，因他踏入人生高峰，不拿的話也不知何
時才能拿獎，所以投票給我的人統統投給他
吧，反正他也不夠票。」記者讚他果然夠老
友？阿廉笑說：「我已經拿過了就算，『男
臣』他的確做得好出色，人生高峰就扶一扶
他，因為好易會滑下來。」
唐文龍笑言自己雖然是「殭屍」長生不老

但仍需要保養，所以他都有做一些護膚療
程，畢竟拍戲捱更抵夜人會很乾要去補補
水。提到他現有太陽眼鏡、日式餐廳、網上
購物及電商生意，他表示是希望自己的公司
能夠多元化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問是否

想轉型從商不再拍戲？唐文龍笑說：「千萬
不要這樣講，我對演戲還很有鬥心，只是初
入行時不懂做，合約上又不允許去做，但現
在的小伙子、小妹妹都會有做自己的生意
了。」蕭正楠曹永廉

互 相 取 笑 克勤自爆讀書枱面有慧嫻相

唐文龍對演戲仍有鬥心

英 國 皇 宮 慶 祝 與 丈 夫 相 識英 國 皇 宮 慶 祝 與 丈 夫 相 識 3030 周 年周 年

莫文蔚 助人成 立
慈 基善 金

香港文匯報訊 莫文蔚(Karen)的夢幻愛情故事

讓不少人羨慕，她與丈夫17歲時於意大利讀書時

認識，並展開彼此的初戀，雖然那時沒有堅持一

直走下去，可是緣分的牽引把他們二人最終拉在

一起，於六年前結為夫妻，這段嫁給初戀的姻緣成

為一時佳話。而於英國時間

的9月9日晚上，Karen與丈

夫 Johannes 在 倫 敦 Kens-

ington Palace 舉行了

一場盛大的派對，

慶祝二人認識30

周年，並邀請過

百賓客到場一起

慶祝，見證他們

二人的甜蜜愛戀。

■■鹿晗鹿晗

■■陳凱歌陳凱歌 新華社新華社

■《沂蒙頌》

■■莫文蔚與莫文蔚與MIKAMIKA合唱合唱。。

■莫文蔚與
丈夫及家人
合照。

■莫文蔚宣佈他們家庭將
會正式成立一個慈善基
金，希望可以幫助更多
人。

■■莫文蔚與丈夫於英國倫莫文蔚與丈夫於英國倫
敦皇宮舉行相識敦皇宮舉行相識3030周年周年
慶祝派對慶祝派對。。

■■法拉變身導遊帶胡巴遊紐約法拉變身導遊帶胡巴遊紐約。。

■■蕭正楠蕭正楠、、曹永廉曹永廉、、田蕊妮等出席劇集田蕊妮等出席劇集《《超時空男超時空男
臣臣》》祝捷會祝捷會，，三人聯同監製即場公佈劇集結局最高收三人聯同監製即場公佈劇集結局最高收
視視3434點點，，成績理想成績理想。。

■■遲到的田蕊妮合遲到的田蕊妮合
十向大家道歉十向大家道歉。。

■陳潔玲、曹永廉、唐文龍及楊卓娜等出
席一美容學校開幕禮。

李克勤陳慧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