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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聰表示跟Ali差不多同期加入無綫拍劇，見她有
好成績亦替對方高興，而自己今年在電影上亦有

新嘗試，跟未合作過的導演和演員合作，像最近跟林
峯和蔡卓妍一起拍網劇，有新嘗試感覺是很幸福。阿
聰笑指家庭生活也很開心，兩個小朋友成長得很健
康，尤其女兒下個月便滿一歲，開始進入「電兔」階
段，每日要幫她放電，從晚飯到睡覺時段這兩、三小
時，他都會負責照顧女兒：「因為女兒初出生時自己
一直忙拍劇，所以要花了近一年時間來栽培這段父女
戀，現在才開花結果，阿女會攬我對着我甜笑，真
是樂而忘返，但又沒有影響我跟太太的感情，在
隔籬房玩完好開心，又可以回去跟太太一

起！」這正是左右逢源？阿聰笑說：「幸好前世情人跟
太太相處得很好，兩個會攬頭攬頸，不過阿女笑的時候
會叫爸爸，喊就叫媽媽！」可能女兒當你是玩具？他
說：「很多人都當仔女是玩具，現在就是報應了，總之
有時間就全部給家人，不過，照顧阿女以外又要小心個
仔吃醋，所以收工都要接阿仔去練波！」問到女兒一歲
生日如何慶祝？阿聰表示會一家人吃飯，他坦言這一年
從入產房陪太太生產到自己無助在等BB出世，如今仍
歷歷在目。

感覺做了幾次媽媽
問Ali會否想學阿聰組織幸福家庭？她
笑指之前拍新劇《BB來了》要學識照顧
幾個BB，感覺上真的做了幾次媽媽。成
為了最佳女友，又何時再做最佳太太？
她笑說：「我都懷疑自己是否最佳女
友，不過都希望兼顧到事業和感情，想
平衡得好，但仍在學習中，做太太還是
下一步！」
現在忙拍劇會否冷落了男友？她表示
要說冷落了也好一段時間了，其實成年

人應該成熟處理感情，且也不
需要每日都見，

大家也知

道為工作，早有了共識。當提到被傳其男友搭上了趙碩
之？Ali答謂：「是嗎？是搭上了嗎？我知道那是舊
相，是他們上完堂，但男友車她回家或是某一個位下車
我不知，要當時人才知！」是否已經暗撻了？她說：
「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好簡單，不覺得是，但有這些新
聞都是平淡中有趣味的！」是對男友有信心還是對自己
有信心？Ali表示對人要有信心，做這行自己更加要有
信心：「其實感情的事很難說，到有事才算吧！現在覺
得很舒服，我們互相都有信心的！」

香港文匯報訊 由林超賢執導的電影
《紅海行動》，上映踏入27天，榮登內
地史上春節檔賣座總冠軍，至今內地票
房突破34億5千萬人民幣，林超賢正式
取代周星馳（《美人魚》），成為內地
最賣座的香港導演；香港接力同樣口碑
轟傳，票房已超逾7百萬港幣，超越林超
賢前作《湄公河行動》，繼續挑戰新高
峰！
前晚電影於北京舉行慶功答謝宴，導
演林超賢、監製梁鳳英率領一眾主角杜
江、黃景瑜、蔣璐霞、海清、尹昉、王
雨甜、郭家豪、王強與霍思燕齊齊現
身，導演兼作家韓寒更驚喜亮相，場面
熱鬧！林超賢當晚在慶功宴上，回想開
畫初期起步稍慢，票房與排片量均遜於
同期對手，不無感慨：「大年初一時，

我就不敢看票房，上映一段時間後我才
敢看。這個春節，感覺像跑了一場馬拉
松，好累，但現在只有成就感了！相信
每個人都很投入，感謝在座的所有
人！」
博納影業集團總裁于冬形容：「這部

電影真的是用命拍出來的！」成績異常
亮麗，他鞠躬致謝台前幕後所有工作人
員：「這次拍攝太不容易了！在摩洛哥
拍攝時，導演都是真炸，執行時，本只
想炸一點，沒想到當地房子質量不好，
一炸塌一片，監製梁鳳英只能趕緊去溝
通賠償。這次拍攝，相信沒有不受傷的
人，不管是導演、還是演員、還是工作
人員，大家都付出了血汗，每一個人的
付出，都成就了《紅海行動》！」
為犒賞勞苦功高、對《紅海行動》百

分百投入與付出的團隊菁英，于冬大發
豐厚紅包，蛟龍突擊隊副隊長杜江與客
串無人機駕駛員的霍思燕，夫婦同於微
博開心展示大晒恩愛，導演林超賢亦掏
腰包即興大抽獎，與眾同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朱晨麗昨日
出席一個台灣樓盤活動，她表示都喜歡台
灣，記得參選港姐時也是到台灣拍外景，覺
得當地美食多交通方便又近香港，更可去浸
溫泉，所以都是一個置業的好地方。
朱朱表示未有在海外置業，但都有興趣
投資，也了解過一些樓盤資訊，覺得海外
投資亦有商機，反之香港樓價太貴，不過
都已經買了人生第一幢房子。問到會否想
做一個收租婆？朱朱笑說：「很多人都會
擁有幾層樓，不用太多管理也可以坐着收
租，我當然也希望，想將來成為一個收租
靚女！」何時會再次置業？朱朱表示要努
力工作，賺多點錢才可以，因現在第一層
樓仍要供款。
另談到有份參演新劇《多功能老婆》，
朱朱透露到5月才會開會圍讀，不過她都
期望跟千嬅合作，因本
身是很喜歡對方的歌，
記得自己最初登台也是
苦練《可惜我是水瓶
座》來唱，覺得千嬅的
歌好聽但很難唱，所以
合作的時候一定會問她
唱歌時如何能這麼揮灑
自如。

香港文匯報訊 正在籌
備5月紅館演唱會和全新
廣東專輯的古巨基，新專
輯概念是香港故事。這個
概念早在去年年初已構
思，基仔更為此定下了很
多歌曲題目，其中一首歌
名鎖定為《子華說》，而
新歌上架一天更即登上
iTunes 廣東歌歌曲榜首
位！基仔表示︰「子華喺
棟篤笑裡面嘅金句，好係

香港人喺生活中嘅心聲。
例如愛情、上班族、生活
日常等，無論乜嘢年紀聽
到，都可以從中搵到共鳴
位，令你會心微笑。」基
仔續說：「我同子華講咗
呢個歌曲概念，我話呢個
世界冇第二個人可以幫我
達成呢個project，所以我
真係非常非常感謝子華呢
次拔刀相助。」
問子華神為何這麼撐基

仔？子華笑說︰「我好少
幫人結婚時做兄弟，人生
都係做過兩次，第一次係
劉青雲，另一次就係十幾
年後幫基仔。好少人請咁
大年紀嘅人做兄弟嘅，今
次係為咗報答佢，哈
哈。」新歌中，基仔唱，

子華 Rap，還有林夕填
詞、將子華歷年金句整
合，最後再由雷頌德監
製、作曲同編曲，簡直是
黃金陣容。
問到基仔對子華哪些金

句最深刻？古巨基：「最
深印象係人生三大矛盾
『搵食啫、犯法呀？我想
㗎？』仲有『落咗妝仲認
得嘅叫化妝，落咗妝唔認
得嘅叫喬裝』好多句都好
啜核抵死。」更鬼馬嘅
係，子華在錄音期間突然
靈感大爆發，還即興創作
金句，「船到橋頭變林
夕」，「做隻貓、做隻
狗、做隻出位的馬仔」，
可謂為《子華說》添上神
來之筆。

香港文匯報訊 周秀娜
（娜姐）今年更憑《29+
1》 林若君一角首度入圍
候選金像影后，越級挑戰
前輩張艾嘉、毛舜筠、
周迅等，近日娜姐接受電
台訪問，大談入行做𡃁 模
初的經歷感受。
娜姐初出道時冠以「翻

版樂基兒」，甚至被要求
與「正版」 樂基兒同場
出席活動。被問及喜歡這
稱號與否？娜姐坦言當時
感覺「 一半一半」，但
這稱號卻為她帶來很多，
「一半一半吧！ 我都不
知道為什麼大家都對『翻
版』那麼有興趣， 我從
來沒想過這個名字會給我
帶來那麼多機會， 久而
久之卻會覺得每次出來都
要加『翻版』二字， 是
不是永遠都沒有自己的名
字呢？我自己最初是不甘
心。 然而它確實為我帶
來很多機會，人們很快就

記得我。 因為跟之前有
對比，擁有這名字後，我
的工作範疇變了很多，
這個名，好快帶給我很
多！」
2009年，娜姐於書展推

出個人寫真，曾掀起哄動
全城的「周秀娜現象」，
風靡一眾宅男之餘，就連
大學也邀請她出席講座。
談及當年是否以「性感
寫真」手段出位，娜姐指
自己跟性感扯不上關係，
因為從小到大男仔頭，
但她亦大方承認，當年出
寫真，目的是令更多人認
識自己， 從而爭取拍電
影的機會：「寫真是我自
願出的，但沒想過反應那
麼大！出寫真是當年成名
的途徑， 因為我很喜歡
拍電影的感覺，出寫真集
是想有一個機會先讓大家
認識我，從而有機會去讓
我拍戲。因為未正式出道
前，有不停做很多Cast-

ing（試鏡）， 做了很多
不同的特約。我發覺自己
是很甘願在片場入面，所
以我就知道自己想要什
麼。但若然要爭取更多機
會，我覺得當然是要先讓
別人認識我。那時候沒想
太多，只是覺得（寫真）
出得到的話，或多或少都
能有些幫助， 應該可以
有更多不同的工作吧！」

《紅海行動》登內地春節史上票房總冠軍

Rap唱基仔新歌 子華即興爆金句

一層樓在身未夠喉

朱晨麗想做收租婆
目標清晰熱愛拍戲

周秀娜出寫真博出名

最想事業感情
最想事業感情

兩兼顧兩兼顧李佳芯李佳芯
對男友有信心對男友有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張繼

聰與李佳芯（Ali）昨日一同出席商場活動，二

人跟粉絲大玩遊戲又即場獻聲唱歌，顯得頗為合

拍。見同場的阿聰事業感情兩

得意，Ali坦言都希望兩兼顧，

可是仍在學習中，談到有傳其

男友陳炳銓搭上了趙碩之，Ali

表示對人要有信心，做這行自

己更加要有信心！

■■古巨基古巨基 ■■黃子華黃子華

■周秀娜(右)認「翻版樂
基兒」帶來機遇。

■《紅海行動》前晚於北京舉行慶功答謝
宴。

■■李佳芯未有李佳芯未有
意嫁人意嫁人。。

■■朱晨麗朱晨麗

■二人被參
賽粉絲逗得
笑不停。

■張繼聰及李佳芯
一同出席商場
活動。

■張繼聰鬼
馬地向着公
仔唱歌。

香港文匯報訊 有「娃娃
影后」之稱的息影藝人李
菁，上月被發現在寓所暴
斃，享年69歲。邵氏公司
昨在西灣河電影資料館舉行
「李菁追思會」，紀念其對
電影貢獻，狄龍、姜大衛夫
婦、凌波、金漢、邵音音等
出席。現場播放李菁生前的
影后之作《魚美人》，亦派
發一本由狄龍、凌波、姜大
衛、鄭佩佩等好友寫上留言
的悼念冊。
和李菁合作過多部電影的

狄龍感慨地表示，人無千日
好，花無百日紅，人生無
常，大讚她是一個好演員，

也好肯教新人：「當時見我
睇劇本，叫我不要那麼用
力，要活樂些，不要睇死個
劇本，將來就會有更高成
就。」他指李菁為人開朗活
潑，當年好美艷，「正如春
風桃梨花開日，秋月梧桐葉
落時，她現在就似秋葉般，
靜靜地飄過長野。」
姜大衛與李菁合作過三部

電影，透露他入邵氏時李菁
已是影后，但都肯教導及鼓
勵他們，他又難忘以前好頑
皮，常整蠱對方。凌波當年
與李菁一同演出《魚美
人》，被問到再重看《魚美
人》的感覺時，凌波感觸落

淚說：「好可憐！她是一個
好好的女主角，跟她一齊拍
過多部戲。她走得很辛苦，
太難過喇！」之後凌波續讚
李菁好聰明：「拍《魚美
人》，導演叫她做什麼，她
一學就識，一學到位。」

李菁追思會昨舉行 邵氏藝人現身緬懷

■金漢、凌波、邵音音等出席
李菁追思會。

■凌波當年與李菁合作《魚美
人》。

■姜大衛講述他與李
菁的往事。

■狄龍在悼念冊上的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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