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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黎明首部執導電影
《搶紅》將於本月18日上映，首次執
導的黎明當然會對作品精益求精，對於
能夠完成這樣一部跨國奪寶槍戰的影
片，黎明曾表示：「因為之前跟很多優
秀導演合作，累積了很多經驗，到今天
能有這樣一個機會拍攝一部自己特別感
興趣的電影，最少不了的還是有一群很
好的演員和幕後團隊共同完成這件
事。」他找來內地人氣高企的演員來參
演，同時密切注意電影的所有製作問

題，強勁的幕後班底也奠定了電影的高
品資。談及有關黎明首次執導電影時，
監製黃建新對他的評價是：「他不像第
一次當導演，反而較像一個職業導演。
他在現場要求得非常細緻，甚至每一個
畫面都要求做到精緻。」這點可從一些
幕後花絮照便能夠看到，黎生無論在鏡
頭前或鏡頭後也有一臉認真的神情，
簡直能人所不能。
今次是「明福俠導」首次製作的作
品，當然要求甚高，同時不失幽默感。

電影內的場面雖然緊張刺激，而且充滿
懸疑佈局，不過在刺激官能之餘「明福
俠導」亦不忘大放笑彈，絕對沒有浪
費其天生的幽默因子，黎明與張涵
予二人喜感相當濃厚。而為了電
影宣傳，張涵予和黎明二人更
合唱了一首電影宣傳曲《大
寶》，無論曲詞也相當搞
鬼，務求帶給觀眾開心輕
鬆新一年。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丁

樹勇昆明報道）由
中共中央宣傳部批

准，中國唱片（音像）
業文藝類節目評比中具有
學術性和藝術性的高層次獎
勵活動——「中國金唱片獎」
於日前在昆明頒出20個獎項，
李宗盛等音樂人分獲20大獎。
李宗盛作詞、作曲、演唱的

《山丘》獲流行類最佳金曲獎；席
慕蓉作詞、呂學東作曲、姜麗娜演
唱的《故鄉的歌》獲民族類最佳原
創單曲獎；呂其明以《紅旗頌》、
《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獲綜合類最
佳創作獎；董鼕鼕以《時間都去哪兒
了》獲綜合類最佳音樂製作人獎；
張杰以《三生三世》、《越愛越
強》獲流行類最佳演員獎；而國家
大劇院則獲得特別貢獻獎。「雪山
的女兒」宗庸卓瑪與兒子扎西頓
珠同台演唱的《北京的金山
上》，融傳統與時尚；黃雅莉

演唱的《蝴蝶泉邊》與老狼演唱的《同
桌的你》，把現場觀眾帶回了記憶中的
時光。
頒獎典禮進入後半段掀起的小高

潮，是因著名台灣歌手張信哲而起。當
阿哲走上台為獎項開獎時，引發了台下
「迷弟迷妹」們的陣陣尖叫，並演變為
「阿哲－，我愛你！」「張信哲－，我
愛你！」的整齊呼喊。
作為開獎嘉賓，張信哲表示：希望

下屆的金唱片獎有自己的作品獲獎，而

不是作為開獎嘉賓站
在舞台上。主持人當即
插話：「阿哲，你已獲得了
『尖叫獎』！」而作為演唱嘉
賓，張信哲現場演唱了最佳音樂
製作人獎獲得者董鼕鼕的獲獎作品
《時間都去哪了》、與張艾嘉合作的新
歌《永恆的印記》。台下的「迷弟迷
妹」們已難控制興奮，紛紛打開手機上
的手電功能，隨音樂節拍搖擺，一次
次將現場氣氛推向高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前As One成
員陳嘉茵（Kayan）早前在台灣歌唱節目《希
望之星》連贏兩星期，揚威台灣，昨日她到新
城電台接受訪問，大談新年大計。
Kayan表示去年簽了新經理人公司，現時單

飛發展。談到參加台灣歌唱節目《希望之
星》，她表示全因一手編排周杰倫《告白氣
球》的片段而被台灣邀參加比賽，她又自爆比
賽期間，一星期喊了三次，因為要在兩日內排
四首歌，其中一首
更要跳中國扇舞，
擔心自己做得不好
而感到很大壓力，
試過晚上在街上邊
行邊喊：「我唔係
在乎名次，係難得
有呢個機會，想做
好畀大家睇，加上
個獎由觀眾投票，
所以更大壓力。」
談到新年大計，

Kayan 坦言想重返
香港樂壇，但知道
公司都有跟台灣公
司斟洽合作，都要
等公司安排。問到
可想再參加歌唱比
賽？她謂有機會都
想嘗試。

香港文匯報訊 王菀之於賀
歲片《我的情敵女婿》中飾
演劉嘉玲的女兒嘉琪，再次
於電影中成為亮點。其中一
場更於7月14日「鬼節」正
日於舊樓拍攝，故事講述方
力申聯同王菀之扮鬼扮馬營
造恐怖氣氛，為了嚇走不願
搬遷的住客，二人以殭屍及
鬼娃娃造型亮相，加上有驚

悚電影主打鬼王雷宇揚、龍
婆羅蘭坐鎮，務求嚇到人為
止。王菀之可謂為電影博到
盡拍攝跳樓戲，不但要扮鬼
扮馬，更要吊威吔拍攝。另
外，這次電影方力申及鄧麗
欣均有份客串演出，網民最
關注的就是二人有否對手
戲？ 相信電影上映答案自然
就會揭曉。

香港文匯報訊 王大陸日前為
宣傳電影《英雄本色2018》，
和片中二位兄弟王凱和馬天宇
出席跨年晚會，獻出他的跨年
處女秀。義結金蘭的三兄弟一
起合唱了電影主題曲《當年
情》，一直給人痞帥、大方感
覺的王大陸，其實有个死穴，
就是唱歌，台上主持人哄他多
唱幾句，直率的他自嘲表示：
「我當初就是當不了歌手才來
演戲的（笑）」，接表示
「我剛在台下其實有想要不要
唱小幸運⋯」，此話一出台下
粉絲尖叫不已，對於王大陸自
己挖洞的行為直呼

也太可愛了，最後在全埸粉絲
大合唱下，王大陸腼腆羞澀地
清唱二句小幸運獲滿堂彩。為
了迎接狗年的到來，王大陸也
換上一襲都是可愛狗狗卡通圖
案的俏皮外套接受訪問， 並送
上祝福，祝2018小孩們能順利
成長！不是小孩的大家身體健
康一起成長！
此外，在跨年晚會上，王大

陸遇上陳偉霆，兩個曾被指是
「偷孩子」（抱孩子的姿勢像
拐帶一樣）和「食孩子」（把
口張開足以吃下一個孩子）的

偶像，兩

人搞笑地拍照留念，更鬥嘴
大，私底下的王大陸十分喜愛
小朋友，助養了十個兒童，今
年收到助養的小朋友寄出賀卡
來問候，令王大陸感到非常溫
暖。

金唱片獎群星璀璨

張信哲收穫「尖叫獎」

王菀之方力申胡鬧迎狗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陳敏之昨日接
受電台訪問，去年是她首年帶囝囝出席各個
聖誕新年派對，前日更去了梁烈唯屋企玩，敏
之說：「個個都有小朋友好熱鬧，同以前兩個
人拍拖有很大分別，現在都以小朋友為先。」
而上月21日是囝囝生日兼冬至，她也幫愛

兒舉行生日會，她認為以前與老公兩個人過節
日好簡單 ，但現要圍繞囝囝：「主要都是陪
囝囝，夜晚攬住他瞓覺都很開心，（何時再生
多個？）可能隔一兩年先，因為自己並非求其
的人，不會意外懷孕，如果再有BB，可能很
多事都集中不到，需要有周詳的計劃。」

黎明張涵予合唱大放笑彈

王大陸遇陳偉霆鬥嘴大

敏之追B要周詳計劃

陳嘉茵參賽壓力大爆喊

十年前唐文龍離開無綫，決心北上內地發展。今次回
巢拍劇，唐文龍憑《溏心風暴3》出軌人夫鄭立安捱

出頭，同人妻陳敏之演的黃以愛的不倫戀，連場激戰頓成
劇集唯一焦點與睇頭，睇到觀眾火起，於網上齊聲討這對
「狗男女」!
「鄭立安一角對我是好大挑戰，算係一個亦正亦邪的角
色。因人物有婚外情富爭議性，一般演員都會迴避，但我
覺得無所謂，因演戲不一定要常做忠角好人，亦正亦邪也
是演戲，只要角色係有變壞的原因，所以我不做反派誰做
反派呢？作為演員，有時做好人角色好悶，因為無嘢發
生，所有嘢都係你去補救，無需要出錯，但做壞人或者反
派，好多事件，令到你喺故事中出錯，咁先係生活，有真
實感同埋有追看性。其實近兩三年，珍姐都有搵我拍劇，
只因自己檔期不合而未成事，公司如有任何需要，我的大
門是隨時開放，大家就唔好用回巢呢個字眼了。今次個角
色爆出，只因現實真係有好多呢種人，背住太太受不住出
面的引誘，好有真實感。」

從不跟女演員傳緋聞
唐文龍1994年於香港以歌手身份出道，推出首張專
輯。其後於台灣推出華語唱片。之後簽約無綫電視，拍攝
多套電視劇，多數擔任第二、三男主角。2005年約滿後離
開。入行24年，基本上唐文龍從未同女演員傳出過緋聞，
又甚少被傳媒影到佢拍拖，因此近年甚至有暗示佢是
「基」的。
「你又講得真係好對，我真係未試過同女對手傳緋聞，
以前拍戲、拍劇，拍完就算，從來沒有聯絡，因為當時有
女朋友，唔想女方誤會。自己又唔鍾意出去飲嘢，好唔自

在，寧願一個人喺健身室，做健身。今次算有進步，我有
車過敏之的，也有佢電話。話說開拍前，佢主動找朋友取
得我的電話號碼，開始溝通傾劇本。因為我們互相陌生，
處理好親密的戲、感情上的糾結場面，是有一定壓力，但
卻可以給新鮮感予對方及觀眾。因估唔到她會做什麼反
應，火花更大。」

怨狗仔隊破壞約會
既然唐文龍主動提起女朋友，記者打蛇隨棍上，問起其

「斷背」的傳聞。唐文龍直言現在沒有拍拖，都會想拍拖
結婚，但遇到緣分比找工作更有難度，事業可以靠努力，
但緣分不是努力就有收穫。唐文龍仲埋怨香港的狗仔隊破
壞其好事，只因去年約了一個心儀女性外出食飯可惜被記
者影到，嚇怕女方，令未開花的情緣，立即終止。
「我好肯定話畀你知，我一定係鍾意女人，仲要係非常

之鍾意嗰隻。在內地工作時有女朋友，惜最後未能開花結
果。自己工作圈子細，又是一個宅男，更加難認識女仔。
或者我不介意相睇，條件OK就可以。有時覺得搵個人可
以與自己一生一世係好難的，人生際遇好有趣，遇到一個
喜歡的人未必能結識，又或對方已心有所屬。擇偶條件當
然是樣靚身材正，這是男人的通病，不過最重要是能夠溝
通，最好懂英文，因為我的家人都在外國。」

內地發展先裝備自己
知道Michael有6嚿朱古力腹肌，只因去年看了陳嘉上

執導的《蕩寇風雲》。其中有一幕，他和洪天明等露出上
半身在沙灘練跑，真的睇到人嘩嘩聲。近年是合拍電影的
常客，拜香港九十年代電視劇餘威所賜，南方觀眾對唐文

龍有一定程度認
識，最初常兩地飛，
最後還是要隨大環境北
移，在北京定居，一住十
年。
「在北京苦學普通話，學飲酒

識朋友，終於闖出一片天。本身我
有武術底子，拜師洪拳師父劉家榮和張
義強，在內地拍過不少古裝電視劇，也被
選中拍荷里活片，在奇洛李維斯首次執導的
《太極俠》中演出。在北京發展時自己已經
四十三歲，算係建立咗少少基礎。咁多年一直
都有諗過轉行，我諗大概有一萬次。不過從來冇
真正下定決心，因為不甘心，就是相信，憑堅毅與
自信，終有一天，有所成就。最重要係相信自己可
以做到。但呢幾年在內地睇到內地電影、電視業高速
發展，人人以為機會好多，但沒有實力，真係企唔到
陣腳，因為內地比你叻的人更多，如果你想返去發展，
先好好裝備自己，只因機會唔等人，唔係有好多個陳偉
霆可以彈得出。」

暌違香港電視熒光幕暌違香港電視熒光幕1010年的唐年的唐

文龍文龍（（MichaelMichael），），近日憑與人妻陳敏近日憑與人妻陳敏

之在台慶劇之在台慶劇《《溏心風暴溏心風暴33》》連場肉搏連場肉搏

激咀戲而備受注目激咀戲而備受注目。。回內地發展超回內地發展超

過十年過十年，，唐文龍見證港星從十分搶唐文龍見證港星從十分搶

手手，，到現在光輝前景不在到現在光輝前景不在。。MichaelMichael

勸告現在想北上搵食的藝人勸告現在想北上搵食的藝人，，真的真的

先要好好裝備自己才能被人賞識先要好好裝備自己才能被人賞識。。

像像4848歲的他不時大騷一排歲的他不時大騷一排66嚿朱古嚿朱古

力腹肌力腹肌，，唐文龍就是相信唐文龍就是相信，，憑堅毅與憑堅毅與

自信自信，，終有一天終有一天，，有所成就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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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漂十年苦學普通話北漂十年苦學普通話

唐文龍憑堅毅唐文龍憑堅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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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慕蓉作詞、呂學東（前左）作曲、姜麗娜
（右）演唱的《故鄉的歌》獲民族類最佳原創
單曲獎。 記者丁樹勇 攝■■張信哲張信哲

■■黎明和張涵予合唱黎明和張涵予合唱《《大寶大寶》》喜感不絕喜感不絕。。

■■王大陸王大陸

■王菀之

■■陳嘉茵陳嘉茵

■■陳敏之陳敏之

■■唐文龍同敏之唐文龍同敏之
有不少激情戲有不少激情戲。。

■■陳偉霆陳偉霆

■方力申

■■唐文龍相唐文龍相
信憑堅毅與信憑堅毅與
自信自信，，終有終有
一天一天，，有所有所
成就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