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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宋偉 大連報道） 春節賀歲片《捉妖記 2》
即將在大年初一登陸院線，主演梁朝偉、導演許誠毅日前空降遼寧

大連參加路演，並現身星海廣場與當地小朋友一起餵鴿子。梁朝偉和
許誠毅站在一群小朋友中毫無違和感，儼然成為「孩子王」。許誠毅
亦坦言，梁朝偉和自己都是有童心的人。

此前曾有媒體報道，「梁朝偉興致一到
便會專程飛去倫敦，在公園餵一個下

午的白鴿，夜即坐飛機回港」，而「梁朝偉
餵鴿子」也一度成為中國社交網絡討論的熱
點。此番梁朝偉與許誠毅出現在大連地標性
建築星海廣場，與小朋友一起餵鴿子，也印
證了影帝童心未泯愛「白鴿」。
對於時隔 15 年重演古裝喜劇，梁朝偉解
釋：「當初看到《捉妖記》第一部時便非常
開心，感覺像小時候看卡通片，一年後拿到
劇本才發現自己從來沒有試過 CG 特效電
影，所以很想嘗試一下。」梁朝偉透露，自
己在片中飾演一位職業賭徒，雖然一副江湖
混混做派，但內心很善良，還有一位「相
愛相殺」的夥伴笨笨一路相伴。

和妖對戲到「精神分裂」
真正開拍後，梁朝偉發現這次
拍攝經歷和以往截然不同，
大多數時候都需要對
空氣演戲，想像
妖的反

梁朝偉

大連
宣傳

餵鴿現童真

應和動作，初期實令自己「頭疼」。他
更調侃片場和妖對戲到「精神分裂」，並
笑稱導演「偏心」。「先讓我們演，後期
怎麼把小妖們弄可愛都可以」。許誠毅則
笑言：「是因為梁先生演技太好了，很多妖
都願意同他搭訕」。
截至 11 日晚，《捉妖記 2》大年初一單日
預售票房已突破 1.6 億，而該片累積預售票
房業已超過 1.75 億。先後打破了中國影史
預售最早破億、國產電影首日預售票房兩
項紀錄。

五月天《什麼歌》MV登場
另外，繼蔡依林獻唱《什麼什
麼》後，五月天亦正式發佈《捉
妖 記 2》 新 版 主 題 曲 《 什 麼
歌》，MV 中更有百厭胡巴率領
笨笨等一眾妖怪好友，受到五
月天嘹亮的歌聲吸引，闖入他
們的錄音室一起夾 band、
載歌載舞迎新春！

蔡一傑與粉絲 BBQ 慶祝生日
緊要是自己的人生活得開心，要反省
過往一年未有做到的事，今年要再努
力去做。
傑仔每次與粉絲聚會都會個別影
合照，但是今年卻要每人收 50 大元
才能與他 selfie。傑仔表示，因為他
要為救助兒童籌款，所以大家要一
齊做善事，他希望大家知道自己的
生存是很幸褔，要多些幫助有需要
的人！另外，傑仔在過年期間會到
日 本 拍 MV 及 唱 片 封 套 ， 他 說 ：
「我未試過去咁凍地方拍攝，形象
指導已經講咗為了要靚唔可以得
咁臃腫，只能夠一件 T 恤最多加
件薄外套，要喺冰天雪地度拍，係
有點難度，希望我唔好病，又唔好
大風雪，順順利利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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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潔儀任嘉賓為襯小肥頭痛
香港文匯報訊 小肥前晚於澳門開騷，
吸引了大批藝人好友，包括：周柏豪、陳
柏宇及太太符曉薇、林盛斌（Bob）、歐
鎧淳等皆為座上客。小肥以最完美歌聲演
繹全新專輯《睡前服》內的歌曲及入行以
來的經典金曲，贏得台下觀眾瘋狂尖叫聲
不斷，而向來感性的小肥在台上多次強忍
淚水，但最後都哭崩舞台。
演唱會甫開始，小肥已經站在離地十呎
的高台唱出《寵物》一曲，令全場觀眾驚
喜萬分，之後李拾壹及RubberBand現身
擔任表演嘉賓，與小肥一同合唱，三個大
男孩在台上玩到癲。
除了男嘉賓外，演唱會更有遠道由新加
坡而來的陳潔儀（Kit）現身。小肥因為
與陳潔儀共用同一位髮型師而認識，早在
4年前的《依然小肥演唱會》，小肥便已
邀請Kit擔任演唱會嘉賓，但當時Kit因
為聲帶問題要做手術而未能成事，所以今
次二人終於能夠合唱，小肥都悉心打扮一
番。不過，Kit 笑言，跟小肥唱歌好開
心，但視覺會有很大的問題，她笑說：
「因為小肥的歌衫很Crazy！他Send給我
看他的歌衫，竟然是雨褸！我身為嘉賓要

靚，但又不可以太
靚，搶了他的風頭，
所以當我看到他竟然
雨褸，我都不知該
什麼好。」不過小
肥最終都揀選了另一 ■陳潔儀任小肥演
件歌衫，令二人在舞 唱會嘉賓。
台上不只歌聲合拍，就連打扮都可以襯到
絕。難得Kit到澳門獻唱，小肥也幫澳門
的歌迷謀福利，力邀她到澳門開騷，並希
望在不久將來便可成事。
演唱會上，除了好友擔任嘉賓令小肥盡
現真我性情外，歌曲上的編排也教他情感
大釋放。在連環唱出《當你走了以後II—
觸景傷城》、《負親》及《身體健康》這
幾首有關生老病死的歌曲時，小肥最初強
忍淚水，唱得聲音都在抖震，後來唱到
《身體健康》時，他更是哭崩，唱不下
去，台下觀眾都被小肥感動得接替他唱
下去。小肥唱罷歌曲時有感而發分享道：
「我爸爸走了，我的好友Zita（陳僖儀）
又走了，還有教我唱歌的鄭Miss都走了，
所以很多事情都說不定，實在要珍惜身邊
每一位重要的人。」

簡淑兒轉風車感痛快

香港文匯報訊 日前「宅男女
神」簡淑兒走到黃大仙一睹巨型
「好運風車陣」。面對數目龐大的
風車，簡淑兒表示相當興奮，更笑
言自己從小就很喜歡風車，每當風
車轉動時，自己都會感到很舒暢痛
快。被問到會否希望風車幫手轉
運，簡淑兒表示去年自己過得相當
滿意，不過若然風車能夠幫手轉
運，當然希望今年會更豐收， 財
運與愛情運兩得意就最好了！
簡淑兒又透露自己每年新年都很
喜愛到年宵湊熱鬧，因為可以欣賞
到很多有創意的手工製品 ， 自己
亦是一個喜歡親手整製小禮物的
人，所以希望藉逛年宵向各位手
作達人學習一番！

壇獎」已收到來自70個國家和地區的579
部影片報名，其中境外影片(含港澳台)480
部，境內影片99部。
對於電影節的籌備工作，北京國際電
影節組委會相關負責人表示，本屆北京
國際電影節籌備順利，各項工作已基本
就緒。截止目前，第八屆北京國際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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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恭喜！恭喜！31 歲吳雨霏（Kary）前年曾經小產，幸
好有老公洪立熙（Brian）在身邊扶持，走出傷痛，昨日 Kary 透過社交
網貼出大肚相，留言：「一切美好的賞賜和各樣完美的恩賜，都是從上
面、從眾光之父降下來的。雅各書 1:17，我們要當爸爸媽媽了！謝謝大
家的祝福！」宣佈有喜。
Kary 所屬的環球唱片官方回應，Kary家懷孕近 5 個月，佢同 Brian
心情都好開心好興奮！跟住這幾個月 Kary 會好好養胎。公司上下也非
常開心，會全面配合，希望未來幾個月可以給予 Kary 空間好好享受這
懷孕過程！Kary 也收到很多朋友的短訊祝福！謝謝各位媒體朋友的愛
和關心。

袁偉豪情人節親製晚餐
■簡淑兒

王家衛任北京國際電影節評委會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聰 北京報道）
12 日下午，北京國際電影節組委會在京
召開新聞發佈會。北京國際電影節組委會
相關負責人介紹，第八屆北京國際電影節
將於4月15日至22日舉辦，知名華人導
演王家衛將擔任本屆「天壇獎」國際評委
會主席。同時，他透露，截止目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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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雨霏宣佈懷孕近５個月
孖老公晒大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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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今個二月份是蔡一
傑的生日月，雖然剛過了生日，但是
他卻有停不了的生日聚會，日前他與
一班忠實傑迷大搞慈善 BBQ 慶祝生
日！傑仔又透露稍後赴冰天雪地的日
本拍 MV，但他只能穿 T 恤拍，想起
都令他心寒寒。
蔡一傑今年生日特別開心，因為不
停有朋友為他慶祝及送上祝福，他笑
言已不知是切第幾個生日蛋糕，不過
今年粉絲們特別花心思炮製了 3 種不
同口味的生日蛋糕、壽包及燒豬賀他
牛一，他們又玩整蠱蠟蠋搞到傑仔出
盡力也吹不熄，要在場的小朋友幫口
吹熄。傑仔的生日願望是身體健康，
今年勝舊年，世界和平，個個開開心
心過每一天！傑仔又對粉絲表示，最

■梁朝偉與小朋友
在廣場餵鴿子。

節電影市場嘉賓在線註冊 87 家影業機
構，共 186 人。買家在線註冊 57 家，共
134 人報名參加。同時，組委會在經過
綜合考慮比較世界各國知名電影人的專
業水準、美譽度、藝術成就等方面後，
力邀王家衛導演擔任本屆「天壇獎」國
際評委會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袁偉豪接森
美棒為保健防脫髮產品擔任代言人，簽約兩
年，他對酬勞表示滿意，但就抗拒透露實際數
字，揚言無需太重幾多位數字，只希望拍劇
之外，可以建立不同形象同客戶合作。
問他會否擔心男人的脫髮「大忌」，他笑
說：「每個人都會脫髮，自己以前情況較嚴
重，近年懂得保養，會關注身體狀況，多休息
和護理頭髮，最嚴重脫髮都是受天氣影響，其
實每日甩一百幾十條頭髮屬正常現象，(怕不
怕髮線向後移？)睇下咩位置，有些人後退得
來都好 man 好有魅力，最緊要不好焗住頭
髮，我好慶幸近4、5年無接過古裝。」
袁偉豪和女友張寶兒將共度首個情人節，
袁偉豪透露：「會在屋企親手下廚炮製晚餐，

已經睇定食譜，
我廚藝可以，招
呼到朋友，但未
必出到街，(女友
都讚你廚藝了
得？)一般啦，唔
可以講到自己好
勁。」說到女友
近日病倒，他指
對方有點不適，
■袁偉豪
怕不怕親熱時被
傳染？他說：「不怕，我好壯。但未有時間買
情人節禮物給女友，看看今日能否抽空睇禮
物，不過有準備了心意給她。(送戒指？)會不
會太急，基本送花都會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