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親相愛》成兩岸觀眾最愛合拍片
海峽影視季頒獎典禮廈門舉行

中新社電 作為兩岸影視界交流合作
的一次盛會，第十屆海峽論壇．海峽影
視季頒獎典禮6日晚在廈門舉行。
當晚的頒獎典禮上，本屆海峽影視季
對兩岸優秀影視作品進行了表彰。其中，
愛情題材電影《請愛我的女朋友》、浪漫愛
情劇《如朕親臨》分獲最受大陸觀眾歡迎的
台灣電影獎、台灣電視劇獎，電影《乘風
破浪》、電視劇《軍師聯盟》分獲最受台灣
觀眾歡迎的大陸電影獎、大陸電視劇獎。
在兩岸合拍影視劇方面，最受兩岸觀

眾歡迎的合拍電影是由張艾嘉和田壯壯

兩位著名電影人主演的親情電影《相親
相愛》，最受兩岸觀眾歡迎的合拍電視
劇是都市偶像劇《那刻的怦然心動》，
最受兩岸觀眾歡迎的電視合作綜藝節目
是福建省廣播影視集團海峽衛視的《青
春最強音》。

朱延平獲突出貢獻獎
此外，兩岸影視交流合作突出貢獻獎

頒給了中國電影基金會理事長張丕民和
台灣電影基金會董事長朱延平。在今年
參展的數百部微電影作品中，微電影

《致夢想》、《雪融春歸》、《風有來
路》、《關於瑪莉》及《菲索》分別獲
評為第三屆兩岸青年微電影展優秀作品
獎項中的最勵志、最暖心、最清新、最
唯美、最創意、最陽光微電影作品。
記者在頒獎典禮現場看到，當晚的頒

獎典禮一改往屆綜藝晚會的形式，首次引
入了影視交響音詩畫的創作理念，將兩岸
影視文化交流三十多年來有重要意義和影
響力的影視劇作品進行篩選，挑選出最有
代表性的十部影視作品的主題音樂作品進
行二度藝術創作和舞台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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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韓國女子組合Apink將於8月11日假亞
博館 StubHub Hall 舉行「2018 Apink Asia Tour in
Hong Kong」，是她們相隔一年再度來港。門票將於本
月21日公開發售，購買HK$1,880 VIP門票的觀眾，將
可出席演出結束後的擊掌會。
Apink成軍已滿7年，6位成員感情深厚和團結。在去
年，由隊長初瓏帶領之下全員成功續約，打破傳說中的
女子組合七年魔咒，成為韓國娛樂圈的佳話。今年，
Apink為了迎接出道7周年和答謝粉絲這些年來對她們
的支持，在4月19日推出了特別單曲《Miracle》，由
隊長初瓏作詞及主唱、恩地參與作曲，此曲深得粉絲喜
愛。而今年4月，Apink亦舉辦了7周年紀念粉絲見面會
「Apink 5th PANDA Fan Meeting [Pink Cinema]」，
開票在2分鐘內售罄，足證她們毫不減退的火熱人氣。

Apink 8月港騷設擊掌會

香港文匯報訊 正在衛視電影台熱
播吳鎮宇及張孝全主演的《東方華爾
街》，來到第四集已經接近尾聲，近
日外間評價甚高，更有網民直言如果
能在TVB播出，一定能有更高收
視！當然《東方華爾街》現在收費電
視台播出，當然也是信念的堅持，亦
獲得不俗點擊率的記錄；而下星期大
結局，導演KK更約埋一班戲中演員
如梁健平、張松枝、張雷、大AL、
吳浣儀等等一齊追劇！
劇中除了兩位雙雄主角吳鎮

宇、張孝全鬥到難分難解之外，
張建聲、蔡潔和近期深受電視觀
眾喜愛的陳家樂都十分突出！家
樂今次一反以往乖乖仔形象，在
劇中飾演一個網絡戰士，利用網
上力量去公開弱勢社群遭到的不
公平待遇，協助張孝全向吳鎮宇
進行報復計劃！
而為了演活大奸角梁佳的張建

聲，增肥兼戴上鋼牙，對上次強暴

完的蔡潔，今集更狠下毒手！阿聲
就話：「為了想同之前的角色唔
同，用了一個特別方法就是訂做牙
套，開始時覺得鋼牙未必夠
『照』，加埋鑽石落去就令角色更
浮誇！今次造型要戴這個鑽石牙套
是經過兩次修改才可以正常講對
白，拍的時候要長期戴住來適應，
才唔會成日流口水，令感覺自然
些，如果觀眾睇到尾，個牙套已經
爛得七七八八。我很感謝導演
KK，畀一個咁誇張的造型我！」至
於遭到如此暴力對待的蔡潔表示：
「阿莎係個好堅強的女仔，我好欣
賞佢。今次劇中先遭強姦再被毒
打，拍攝這兩場戲是體能大挑戰，
好似在拍動作戲。其實都幾有趣，
和早前我演出的另一部電影《殺破
狼．貪狼》不謀而合，也是被人毒
打，不知我外形是否令導演們感覺
特別適合演出好欺負或被打的角
色？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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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廖碧兒(Bernice)接受訪
問時大方與鄭紹康(Francis)分享感情事，
Francis從劉愷威開始逐一問起。Bernice
當時因一起拍劇而認識劉愷威，Francis問
情侶一同拍劇是好事嗎？Bernice即時說：
「當然好，我的中文好了很多！」Bernice
表示娛樂圈永遠有機會重遇對方。Francis
即問起有否重遇陳豪(Moses)，Bernice指
分手後未有重遇，並表示對方已建立家
庭，衷心祝福對方幸福。Francis表示當時
Bernice與陳豪分手，周刊封面指陳豪滿足
不了Bernice，令Bernice形象負面。Ber-
nice回應表示：「我也不明白他滿足不了

我什麼？要問他才知道。當時我人在醫
院，無理會過負面新聞，只擔心骨裂會否
令我不能再走路。」故此，Bernice重視當
時身邊關心自己的人。
談及現時感情狀況，Bernice表示與男

友盧啟賢(Calvin)在慈善活動中認識，二
人相處注重溝通。Bernice表示現時感情
生活愉快，Francis即問Bernice會否步入
教堂？Bernice指家中養有7隻狗，加上
日常工作忙碌，又不急於生育，未有此
計劃。Bernice向Francis表示將來不介意
領養小朋友，亦可以考慮雪卵。Bernice
笑指自己家族龐大，未來丈夫需要接受

才可組織家庭，又希望未來丈夫是一位
成熟穩重愛家庭的人，最重要令自己
笑。Francis 更在廣大觀眾前承諾，若
Bernice結婚，會為她免費擔任婚禮公
關。

廖碧兒未急於生育考慮雪卵

現TVB正熱播的《飛虎之潛行極戰》，除了一眾man爆型男黃宗澤、吳卓羲、

張兆輝和苗僑偉外，仲有唯一的女飛虎王敏奕(Venus)「戴以菲」和黃宗澤的一段

感情戲都十分吸引。劇中Venus跟久未在TVB露面的王敏德（Michael）飾演父

女，Venus對呢個「哎呀爹哋」讚不絕口：「佢超sweet，不時同我分享手機內啲

音樂、揸飛機片段，咁好動又多才多藝兼靚仔，絕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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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德（Michael）近年工作主力擔任職業機師以
及打理自己的生意。上一套TVB劇集已是2007

年的《歲月風雲》，今次無綫高層樂易玲找Michael
出山拍《飛虎》，當中有幾場戲要駕駛直升機，基本
上是為Michael度身訂做的戲份。「之前跟無綫高層
樂小姐見面，知道邵氏公司會開拍一個飛虎題材的電
視劇，劇中也會涉及直升機，當然是我親身上陣，我
覺得這個題材好有趣。劇中Venus演我囡囡，我知佢
中文名同我相差一個字，好有緣。Venus同我大女兒
王曼喜年齡差不多，都是對自己要求好高，有事業心
以及勤力的年輕人，所以好有親切感。佢好叻，劇中

唯一的女飛虎，着起成套飛
虎制服一起操練。劇中的動
作戲絕不比其他男演員
少，一樣要打要跳要吊威
吔，沒有得到特別優
待。」

在旁的王敏奕，不是第一次拍TVB劇集，卻
是首次拍警察戲，當中在去年7月最熱的時候，
穿上厚厚的制服拍攝，令Venus險中暑。「我本
身有運動底子，自己也喜歡拍打片，所以一話搵
我做，基本上已經答應了。接演前都要接受特
訓，先是體能，不停train自己要做好多cardio（帶
氧運動），又要做負重運動。做槍械訓練時，第一
次拎一把咁重的槍，好『墜手』，我心諗死都要
『抆到雞』，最後用了好大力才拉到。平時成日諗
點樣減肥、要靚啲及窈窕啲，那一刻我發現唔好再
減肥啦，練大隻才對。拍落其實是辛苦的，有場戲
我撞到暈一暈，要入醫院見醫生做掃描檢查，幸好
是最後一場戲而沒有拖慢進度。」

王敏德呻做人老竇甚艱難
53歲的王敏德同26歲的王敏奕，名字只相差一個

字，對呢個「哎呀爹哋」，王敏奕自言Michael超
sweet，不時同自己分享手機內的音樂、揸飛機片

段。專訪當日，Michael 用佢屬於「有限公
司」的廣東話做訪問，而「囡囡」王敏奕不時
在旁做英文翻譯，兩人戲內戲外都父女情深。
王敏奕說：「我真係細細個睇Michael的電
影大，我們在劇中父女情幾好笑，因為個角
色話我決心做女飛虎，唔要高級警司爸爸出
手幫拖，但『Daddy』就成日想插手。佢在劇
中好關心我，每次出場一見到我，總會由一個

本身好型好犀利的戴Sir，變成好關
心我的慈父。」
說起慈父，王敏德現實中有2女1子，說起3個小
朋友，Michael大呻被愛女「嫌棄」。「做人老竇甚
艱難，有時關心個女的狀況，換來的回應是『爹哋
你不用操心，我自己會負責』，嫌我太多意見。來
緊暑假細女回港實習，大家一齊學習如何相處。以
前成日陪我坐直升機，現在我請求她們都不來。
唉，我明白兒女大了，有自己的世界，我也學習如
何放手。」

與曾國祥一起為事業努力
演員是一個很被動的職業，王敏奕早前為香港電

影金像獎拍攝「我與金像獎的距離」宣傳短片，她
形容「演員長期都在等，等一個機會。」不經不
覺，16歲入行的Venus等了10年。與曾志偉兒子曾
國祥拍拖多年，問到Venus可感到有個圈內男友，
有不少機會。「我同Derek（曾國祥）拍拖，佢唔會
話放機會畀我，因為唔係佢一個人可以話晒事。但
拍拖感情穩定，令到我們可專注工作。我不會給男
友添壓力，讓對方沒有包袱去自由創作，我安守本
分默默等待好角色來臨，這是支持男友的最佳方
式。大家一起為目標而努
力，也是工作的動力源。」

採訪：植毅儀
攝影：莫雪芝
髮型：Ken Hui @ ii Alchemy(王敏奕)、Hugo Poon(王敏德)
化妝：Onetung Ma(王敏奕)
服裝：Margarin Fingers(王敏奕)、Jeans - MW(王敏德)
場地：Spark Bar &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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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德大騷麒麟臂王敏德大騷麒麟臂，，王敏奕目瞪口呆王敏奕目瞪口呆。。 ■■王敏德大讚王敏奕好勤力王敏德大讚王敏奕好勤力。。

■■大部分動作鏡頭大部分動作鏡頭，，王敏奕都是親身上陣演出
王敏奕都是親身上陣演出。。

張孝全張孝全

■■電影電影《《相親相愛相親相愛》》獲評為最受兩岸觀眾歡迎的合拍電影獲評為最受兩岸觀眾歡迎的合拍電影。。 中新社中新社

■■中共中央台辦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副主任國務院台辦副主任
龍明彪龍明彪（（左左））為獲得兩岸影視交流合為獲得兩岸影視交流合
作突出貢獻獎的中國電影基金會理事作突出貢獻獎的中國電影基金會理事
長張丕民長張丕民（（中中））和台灣電影基金會董和台灣電影基金會董
事長朱延平頒獎事長朱延平頒獎。。 中新社中新社

■■廖碧兒廖碧兒

■■ApinkApink相隔一年再襲港相隔一年再襲港。。

陳家樂陳家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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