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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古巨基前晚不慎墮
台，幸無大礙。昨天下午基仔到紅館再進行拜神儀
式，誠心祈求演出順利，戴墨鏡和Cap帽、穿迷彩
外套及短褲現身的基仔，獲監製錢國偉上前了解傷

勢，動作有點生硬的他
不時摸腰和頸。拜完神
吃過燒豬後，基仔向現
場傳媒揮手，對於傷勢
如何他沒回答，只擺出
OK手勢。再追問舞蹈編
排有否刪減時，基仔就
做口型表示會盡力演
出。
基仔拜神後約一小

時，昨晚表演嘉賓劉德
華也到場綵排，帶Cap
帽的華仔脫帽誠心上
香。問華仔有否慰問古
巨基，他笑而不語就走
進紅館準備。

香港文匯報訊 古巨基（基仔）一連五場《WE我們世界巡迴演唱會──香港站特別版》 前晚進入第二

場，但開場不久就發生意外，幸最後無大礙。專業精神爆燈的基仔，15分鐘後馬上升回舞台上，向觀眾報

平安，並忍着傷患繼續努力完成整晚演唱會。

和大前晚頭場一樣，前晚第二場古巨基照舊是坐
「時光機」出場，唱完第一首歌《爆了》後，他

開心地邊行邊講：「有七年沒回紅館，給點聲我聽
下！」但講完這句話後，他就在觀眾的歡呼聲中失去重
心，跌落台中間本來準備降落飛機的升降台機關中，紅
館全場觀眾被嚇呆了。而一班來捧場的基仔圈中友好，
更嚇得面色大變，蔡卓妍（阿Sa）及容祖兒第一時間衝
回後台看看發生什麼事。

公開向父母報平安
意外發生後，基仔倒臥於台底的地上，工作人員馬上
火速移開降下來的大型道具飛機，聖約翰救傷隊人員為
基仔檢查。他被告知先別要急着起身，要等救護人員指
引，當為他檢查過手手腳腳都沒大礙後，基仔才獲准慢
慢站起。極富專業精神及責任心的基仔，完全沒理會自
己傷勢，當有人提議停止演出，馬上Call白車到醫院檢
查時，基仔只是不停輕聲重複：「我覺得我可繼續唱，
我想繼續唱。」
於是從舞台消失了15分鐘的基仔，再次緩緩升上
台，他用手捽一捽後腦，堅強地笑住跟觀眾說：「無
問題，是我錯，是我不知道不記得時光機個位。無問
題，多謝你們願意在此等我上來，我好想繼續落去，我
盡力繼續佑去。無事，大家不用緊張，不用擔心，無
事，上天會保祐我，無事。我行到的對嘛？講到邊
度……我由頭來過啦。」講到「七年無聽紅館聲音」，
觀眾歡呼聲隨即四起，基仔好感動說：「我會用最大努

力演出，回報大家。暫時講這些先，唱《必殺技》！」
其後基仔回後台如常換衫，唱《歡樂今宵》時還識講
笑：「把聲變得更靚！」又在台上說：「是背脊落地，
並非個頭，大家別要擔心！不過一陣如換衫位耐點，跳
舞硬點，大家體諒一下。」由於前晚基仔父母都有捧
場，所以他亦特別在台上報平安，「阿爸阿媽我無事，
不用擔心。」

不敢喊怕影響情緒
前晚嘉賓是周慧敏（Vivian），她上台後立刻擁抱基
仔，後者安慰她說：「我無事，無事，別要嚇親。」
Vivian就震住說：「我的確是嚇親！不過我現在看到
你，我好開心！感謝神，我會為你祈禱。」基仔又再安
慰好友：「我是好人，好人個天一定會睇實！」然後他
向觀眾介紹說：「呀靚女這麼多年不單是我好友，我們
已經是家人那般親，多年來我都當有個好姐姐。」Vivi-
an笑着回應：「你當你是哥哥呀？有時當你是爸爸呢！
他有時好怪獸家長的！你小心點，我估你仍是基仔，但
你是基哥喇！」基仔幽默笑道：「嚇死我，以為你會話
我是基佬！哈哈！」
演出過後，Vivian表示基仔發生意外近五分鐘後，才

有工作人員敢通知她，大家擔心會嚇到她，影響演出情
緒。「我知他發生意外後，驚到不懂給反應，但我都沒
法入去看看發生什麼事，只是衝去後台口望住個電視，
等他升返上台那一刻唱到歌，才安心。大家都預計到我
可能上台會喊，但我跟自己講真的別要喊，我一喊就影
響我倆表演的兩首歌。而且基仔如此正能量，繼續站在
台上唱，我都應該好堅強地上台，帶給大家開心平安的
感覺。他發生這麼大件事，仍可完成整個騷，我好佩服
他的毅力。」
前晚基仔的不少圈中友好也來捧場，有余安安、陳慧

嫻、趙薇、吳浩康、杜德偉夫婦、阮兆祥、趙增熹等，

老闆楊受成得知基仔發生意外，
更第一時間趕到紅館探望及慰問。
完騷後一班好友也到後台等基仔，阿
Sa直言發生意外時嚇到胃痛：「剛才
最恐怖是發生意外之後，全場靜止了
的，無人出聲。我和祖兒過了一會覺得有
點不對勁，於是入了後台，看看有什麼要幫
手。好彩上天是一定眷顧好人，希望接着下來
幾場平平安安，基仔加油。」
祖兒就說：「今日（前晚）第一次見到意外發

生，基仔突然消失，台上又熄燈，成場無聲，我嚇
到真的『擘大個口得個窿』。之後我便入後台看看
是否可以幫手，我覺得古巨基好勁，如此跌法，但他
堅持到自己意志力、毅力，面對愛戴他的觀眾朋友，
他一定要完成個騷，我好佩服你古巨基。」
陳豪（阿Mo）和老婆陳茵媺（Aimee）也有捧場，
昨天Aimee在出席活動時表示：「好驚呀！」阿Mo
坦言看到基仔跌落台的一刻，他憶述說：「最初以為
是表演一部分，後來才發現不妥，因太長時間還沒上
台，就知是發生了意外，也很擔心。見他跳舞時就硬
了點，相信他是忍痛演出，都替他心痛，不過也覺得
他很堅強！」

照磁力共振無大礙
至於在前晚完騷後，基仔馬上前往養和醫院檢

查，並特地拍片放上facebook，向歌迷及關心他
的朋友報平安。「我剛照了磁力共振，因今晚跌
落地個位是頸背下面，所以要照清楚。結果骨
無事，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目前只是拉到肌
肉，絕不影響明日（昨日）演出，所以大
家放心，不用擔心我，照舊如常紅館
見。」

第二場個唱發生跌落台意外第二場個唱發生跌落台意外

古巨基撐住唱足全場古巨基撐住唱足全場
周慧敏嚇壞周慧敏嚇壞

華仔基仔誠心上香

■■前晚捧基仔場的圈中人有很多前晚捧基仔場的圈中人有很多，，包括包括((右起右起))蔡卓蔡卓
妍妍、、容祖兒容祖兒、、老闆楊受成和昔日劇集拍檔趙薇老闆楊受成和昔日劇集拍檔趙薇。。 ■■當得知基仔出了事當得知基仔出了事，，楊生楊生((右右))走入後台攬攬基仔走入後台攬攬基仔。。

■■劉德華昨天現劉德華昨天現
身紅館拜神身紅館拜神。。

■基仔誠心拜神，祈求演出
順利。

■■古巨基古巨基((右右))前晚前晚
於開騷後不久發生於開騷後不久發生
墮台意外墮台意外，，嚇得嘉嚇得嘉
賓周慧敏賓周慧敏((左左))一度一度
作不出反應作不出反應。。

■■由於要忍痛跳舞由於要忍痛跳舞，，基仔的台上動作有點生硬基仔的台上動作有點生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羅家英和杜
琪峯前晚於「2017香港藝術發展獎頒獎禮」
中獲頒「傑出藝術貢獻獎」，杜Sir獲後輩鄭
秀文（Sammi）和古天樂（古仔）頒獎給
他；家英哥則有太太汪明荃（阿姐）現身支
持。家英哥感謝粵劇戲迷是全世界最好的戲
迷，因他們一定會購票入場，不會要求送飛
才去支持。原接受訪問的Sammi和古仔，得
知杜Sir不接受訪問後也一起婉拒受訪。
台上頒獎時，Sammi稱以前很少拍喜劇，
只有杜Sir獨具慧眼發掘到其喜劇細胞。古仔
就笑指杜Sir有個很獨特的地方，就是每逢拍
他的電影，對方由早到晚都在想要吃什麼，
所以跟他拍戲最開心是有很多東西吃，也令
體重直線上升。杜Sir雖沒發表得獎感受，但
事前為大會拍了短片，表示自己在圈中40多

年，認為現在是一個挑戰的年代，希望培育
更多新一代創作人，並稱無綫是一間幾好的
「大學」，因他都是無綫出身。同時，杜Sir
覺得香港電影已流入中國電影，香港演員在
內地也取得好成績，相信下一代的導演都會
好出色。
家英哥獲獎時表示，很辛苦才捱到現在粵

劇中興的年代，要感謝聯合國將粵劇定為非
物質文化遺產，否則也不知政府會否支持。
他說：「最要多謝是戲迷，他們都是買飛入
場，不是送飛才入場。」家英哥續稱會將粵
劇傳承下去，保留粵劇原汁原味，坦承它是
老土、是小眾，但卻很有藝術性。最後家英
哥不忘感謝阿姐，如對方不是當上八和會館
主席，粵劇也不會這樣興盛。
在後台訪問時，家英哥笑言對於得獎也不

知自己「貢獻」了什麼，只是60多年來對粵
劇不離不棄，用他的知識去傳承，在年輕時
努力做戲，緊守崗位，現在就讓後輩去做，
發揚傳統。「我1974年開始教導學生，至今
教了不少學生。我一直默默耕耘，工作不是
為拿獎，亦不需要被人知道，正所謂潤物而
無聲，當然有獎都很開心。」

爆阿姐曾拒絕領獎
對於獲阿姐陪同領獎，家英哥笑道：「今

日她不是阿姐，是羅太，羅太就是要做這
些，她應分去做。」又指阿姐與「傑出藝術
貢獻獎」無緣，因活動第一年舉辦時，大會
原想頒給她，但她說不知是什麼獎於是不
要，結果大會改頒給羅文，但她又陪羅文去
領獎，所以她都是和這個獎無緣。

古仔Sammi撐場道賀 杜琪峯讚無綫「幾好的大學」
香港文匯報訊 賈樟柯新

片《江湖兒女》於本港時間
前晚舉行康城影展的全球首
映禮，在紅地毯上星光熠
熠，除賈導與妻子兼劇中主
角趙濤外，還有另一主角廖
凡、今屆評審張震以及范冰
冰、關曉彤等美女，也不少
得外國超模和國際級電影人
等。雖然冰冰的金玫瑰長裙
重現女王風範，但關曉彤那
襲若隱若現、透出胸墊的紗
裙似乎更加搶眼。
作為今屆康城的唯一華語

競賽片，《江》片未放映前
已備受期待，結果首映結束
後有內地媒體訪問了中外記
者，全都給予頗高評價，尤
對趙濤的演出讚不絕口，有
望角逐今屆康城影后。一名
法國影評人如此說：「這是
關於孤獨、關於失去的（電
影）。我本以為它是一個暴
力故事，但卻不是，愈看愈
覺得它其實是講一種愁緒，
是一種極端孤獨。」

《
江
湖
兒
女
》
康
城
獲
好
評

■(右起)賈樟柯、趙濤和廖
凡為《江湖兒女》行紅地
毯。 新華社

■羅家英
(中)指汪
明荃(右)
本來都可
以得獎。

■■古天樂古天樂((左左))和鄭秀文和鄭秀文((右右))齊賀合作無間齊賀合作無間
的杜琪峯獲獎的杜琪峯獲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導演
劉偉強及鄭丹瑞（阿旦）昨天出席「劉
偉文電影海報作品展」，劉偉強透露現
為電影《武林怪獸》做後期製作，下周
又會為以大連大爆炸作藍本的新戲《轟
天大爆炸》到內地看景，新片將由內地
及香港演員參演。
談到愛將余文樂（樂仔）榮升父親，劉

偉強欣喜地說：「我已恭喜了他，有看BB
相，他叫我別將照片曝光。不過BB好得
意，手指好長，仔多數不似爸爸，似媽咪
多點，看他倆就知，BB好高大。」會送
什麼禮物？劉偉強指BB已是含住金鎖匙
出世，所以都是送愛，也叫樂仔錫太太多
一點，還分享了湊仔經驗。至於湊仔小貼
士，劉偉強笑說：「湊BB要大膽點，不
用太驚，小朋友其實好強壯，三個月大比
我們更強壯。」

阿旦拍攝的《小男人週記3之吾家有喜》
獲好評，邵氏即跟他傾合作拍續集，所以
近半年他都在籌備劇本。阿旦最近亦開設
了「鄭丹瑞工作室」，並簽了一位19歲四
川姑娘劉亦淳，阿旦指之前因為《風雲》
音樂劇在內地巡迴演出，於廣州站遇到這
位實習的接待生，對方於慶功宴上求問前
途問題，阿旦指若不怕簽他搵不到食，就
可以一試，最終簽了10年長約。

劉偉強叮囑樂仔 要多錫老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文釗）
吳卓羲昨天為慈善
機構進行街頭義
賣，他表示有時間
就會跟慈善團體做
探訪，好友陳山
聰、馬德鐘等也常
找自己幫手。吳卓羲考慮之後的粉絲活
動會多點行善，甚至和Fans一起做義
工。今天是母親節，吳卓羲表示為怕人
多，已提早跟媽咪吃飯慶祝，而昨晚則
陪好友梁烈唯去看 Bruno Mars 演唱
會。問到送什麼給媽咪時，卓羲說：
「她有講過想要首飾，我就給錢她，或
者我再陪她去買。」他笑指媽咪為人害
羞，平時也不願兩母子一齊出街，因不
想露面。

吳卓羲母親節送首飾 江若琳婚禮有放假感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

全）江若琳（Elanne）昨天
出席婚紗活動，她跟未婚夫
蕭潤邦（Oscar）的婚期定於
12月23日舉行，她透露婚禮
籌辦得很順利，婚紗、場地
和大妗都已選好，連兄弟姊
妹團人選也落實。其中姊妹
團成員包括HotCha、鍾舒漫及小肥。
因最近開了麵店，Elanne常要陪朋友試

食，結果她和未婚夫都齊齊發胖，走到人生體
重最高峰！所以未來二人一個要減肚腩，一個
要減肥。她表示婚禮當日他倆會好好享受，因
特別選在平安夜前夕，希望有放假的感覺。
Elanne又笑謂：「Oscar原想搭個位置去整生
煎包，但酒店未必給他開火，又怕到時會灑
水！」並稱Oscar已私下找了她的造型師，表
明婚紗不准性感。

■■吳卓羲吳卓羲
■劉偉強有兩部新片在手，應該有排忙。

■■江若琳江若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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