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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兄弟班
兄弟班》
》舉行首映禮，譚詠麟、鍾
鎮濤、陳友、彭健新及葉智強與林耀聲、
鄧加樂、吳鶴謙及有份參演的王梓軒等
齊出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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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詠麟在台上妙語連
珠，笑阿強好打得
笑阿強好打得。
。

陳友以溫拿作藍本開戲

阿倫 阿強
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慶全）電影《兄弟班》前晚舉行首映

葉問上身

影《兄弟班》獲選第 17 屆「紐約亞洲電影
電節」參展電影，導演陳友亦獲邀出席，他透

此行獲益良多，因被專業影評人評《兄》片為 58
部近十多年優質亞洲電影中，其中七部必看電影
健新及葉智強(阿強)與新一代「溫拿」林耀
之一，陳友更指在分享會上，亦被影評人問到
聲、鄧加樂、吳鶴謙及有份參演的王梓軒、錢小
為何溫拿樂隊由 rock and roll 轉變為 pop mucis，之後更唱廣東 pop 離棄了 rock and roll，於
豪、廖啟智等齊出席支持，新、舊溫拿於台上大
是他引用當年經理人所教的說 ：「rock and
玩遊戲，其間溫拿更爆料當年拍吳宇森的電影
roll never die ，but very hungry！」這樣就胡混
時，天氣悶熱令人好躁，陳友錯手插中葉智強
過關。他又指另又有專業影評人問他，看出電影
拍得好有熱情，卻充滿商業設計元素，陳友再解
鼻孔，阿強竟一手打埋陳友塊面度，譚詠
釋：「劇本不是我編寫出來，完全是我們兄弟的
麟哈哈笑說：
「阿強真打得，假打都
故事，只是花了兩年時間去集成，熱情和商業都是
得，因他是葉問傳人，他也是
兄弟的故事。」

禮，
「溫拿五虎」譚詠麟、鍾鎮濤、陳友、彭

姓葉的。」

內地觀眾勁like港產片
陳友更指完成電影節行程後，溫拿便齊人到內
地巡迴宣傳，沒想到內地觀眾也

喜歡充滿香港情懷的港產片。談及阿強於本月 16 日生日，
在場幾位兄弟竟無人有反應，阿強只好說：「沒這麼快
到，大家去看這部戲啦，就知我們兄弟情啦！」健仔隨即
笑說：「你睇，生日都無人知，幾夠兄弟！」阿 B 亦笑
說：「五年見你有兩次，算係咁啦！」

梓軒叫新舊溫拿組超級男團
新溫拿成員林耀聲表示首次看電影，故心情很緊張。鄧加
樂則有父母專程從加拿大來港看首映，吳鶴謙之前看過試
片，也滿意自己的演出，另扮演陳百祥（阿叻）兩兄弟混合
體的王梓軒，也是演出時才知道由阿叻所創的Loosers樂隊是
溫拿前身，感覺今次拍得很熱血和感動。而幾位新演員於
佛山拍了四個月外景朝夕相對，一起夾band及訓練
拍打交場面，由陌生人變成兄弟，故他們有想
過組成樂隊，王梓軒提議可與溫拿一起
組成超級男團演出，因其他幾位
新人本身都是男團出
身。

■錢景峰
支持爸爸
新片。

■JW

JW 首次同外國音樂人合作

吳香倫嫁陳榮峻哽咽說「「我願意」」

■陳榮峻與吳
香倫咀嘴。
香倫咀嘴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JW（王
灝兒）昨日到電台宣傳新歌《主宰》，說
到孫耀威在社交平台大爆馬天佑借衫講大
話一事，JW顯得一頭霧水，不知發生什
麼事，她表示：「中學時已認識馬天佑，
大家曾經同屬一間公司，他都曾經幫我借
過衫，對於這次事件，可能中間有些誤
會，但我不宜多講，還是聽多講少。」
提到新歌《主宰》，JW 大嘆難唱：
「作曲人是牙買家的音樂人，首次同香
港以外音樂人合作，首歌好有難度，如

像一座山愈來愈高，不斷有高音位，最
初聽到時已經雞皮疙瘩，加上錄音時病
倒了，最後用了四日先錄完。」新歌內
容描述一對拍拖男女很易受另一半影響
整日心情，有可能是為了不覆短訊，又
或是預留一日給對方時而不獲聯絡，往
往在小事上想主宰對方，JW坦言間中會
有這種心態，不能說好定壞，因為好愛
對方才會這樣子。她笑說：「我們各有
工作，又要陪屋企人和朋友，分配時間
上都好平衡。」

江美儀爆滕麗名食蝦致爛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植
植）麥長青、江美儀、滕
麗名昨為主持的最新一輯
《街市遊樂團—星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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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李思
穎）去年在無綫盆菜宴上成功求婚的資深
演員、62 歲的陳榮峻（原名陳榮基），
昨日與吳香倫於聖母無原罪主教堂舉行莊
嚴婚禮，除雙方親友到賀外，圈中人如洪
永城（Tony）、阮兆祥、袁潔儀、梁舜
燕及羅蘭等均有到來。
一對新人乘坐紅色私家車到場，穿上
白色婚紗的吳香倫由契爺帶領進場，接受
親友們祝福。教友陳美琪為一對新人讀
經。儀式上，神父問到一對新人為何選擇
在教堂行禮，吳香倫認為在莊嚴的教堂行
禮很難得，感覺很幸福。身為教徒的陳榮
峻就希望在主見證下與太太步入教堂。吳
香倫在宣讀誓詞時顯得激動，最後一對新
人交換結婚戒指，並深情一吻。
完成儀式後，一對新人到教堂外拍照
留念，新娘吳香倫坦言在台上看到眾多親
友到賀，心情就按捺不住，控制不到眼
淚。陳榮峻就取笑太太道：「不用激動，
已經簽咗紙啦。」

93歲媽媽到場觀禮

一對新人感恩昨日天公作美令婚禮過
程順利，峻哥笑言子女比他更辛苦和緊
張。至於婚後是否啟程往度蜜月，峻哥表
示周末會到法國尼斯坐郵輪到西地中海玩
十天。問到是否海外親友都回港出席婚
禮，峻哥表示兩子一女、93 歲的媽媽和
兩個孫都有來，遠在新西蘭的哥哥和英國
親友也專程回港，最感激洪永城、阮兆祥
在工作中抽空而來，完全感受到他們的心
意。

煒哥沾旺氣
一對新人晚上在酒家筵開 60 席婚宴，
前來道賀賓客藝人有陳煒、朱晨麗、黃
日華等。陳煒、朱晨麗結伴而來，單身
的煒哥笑言希望多參加喜慶事沾旺氣，
對於有報道指其前夫有意跟她重修舊
好，她否認說：「沒有其事，我們僅是
朋友，偶有短訊聯絡而已。」朱晨麗自
言有顆恨嫁的心，希望早日結婚生仔，
組織家庭，問她為何沒跟緋聞男友何廣
沛同來，她即拉煒哥落水：「有煒哥就
夠，男生似煒哥這樣貼心便完美，我要
嫁給煒哥，哈哈。」
黃日華和陳榮峻相交逾 40 載，彼此稱
兄道弟，華哥表示：「對方早年喪妻時，
都擔心他未能振作，心靈空虛，去年聽到
他說再婚也給嚇一跳，如今見到他幸福很
替新人開心。」
胡定欣和陳山聰一起現身，有計劃結
婚的山聰否認前來取經，因過往出席過不
少朋友婚宴，發覺都沒有太多時間招呼朋
友，故此，他結婚的話不打算擺酒，會私
下請朋友食飯和旅行結婚，這方面他跟女
友已有共識，因女友同樣是怕麻煩的人。
記者問到定欣何時輪到她出嫁，她自言忙
到沒時間識新朋友，又怪責山聰沒有筍盤
介紹。
楊明和莊思明雙雙出席，楊明坦言是
來取經，取經過程更是無止境，相當漫
長，每次到婚宴都會留意人家有何地方做
得好，希望將來用得着做到最好，相信都
有排搞。

■麥長青

■江美儀

宣傳，江美儀大爆滕麗名
於拍攝時誤食以蝦入饌的
菜式而令皮膚敏感致爛
臉，情況更持續一個月。
反而滕麗名述
說爛臉事件時表
現輕鬆：「我經
常這樣，我還不
可以周街着衫，
有次同美儀扮學
生妹着校服，一
除衫就由條頸紅
到上塊臉，好似
■滕麗名 出風癩。」她表

示不知道有蝦在菜式入
面，之後更不小心吃了辣
椒膏的喇沙又出事。問她
可有影響拍攝？她笑言：
「都係樣衰少少啫！」
至於自首播後就獲 19.1
點高收視，三位主持都表
示好開心，希望可以繼續
衝出香港去其他地方的街
市取經，例如去歐洲，買
完即場在街市外面煮。江
美儀及滕麗名亦趁機宣
傳，指節目內都有到當地
家庭大顯身手。

方力申拒代鄧麗欣回應拍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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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琪為一對新人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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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方力申
（Alex）與弟弟方圓明及前港姐錢慧儀老
公馬清揚等昨晚出席油畫展。去年與小方
傳緋聞的 KOL 楊舒婷（Sadelle），被網
民踢爆疑用google偷圖當自己去了意大利
旅行，網民更發現她所謂親自下廚的美食
照同樣是「偷圖」，Sadelle 遭網民圍插
後，小方留言安慰：「活在當下，活得自
在！」小方接受訪問時急急澄清女方並非
他女友，大家只在去年合作了一次，最近
都已是半年前在工作的場合見面，私下沒
聯絡，只在Ig有留言。問到對方「偷圖」
的行為是否很愚蠢？小方表示這不回答，
但之前又安慰對方「活在當下」？小方
說：「我留言不是講這件事，面對鏡頭我
都經常叫大家活在當下！」
至於前度女友鄧麗欣傳與台灣組合棒棒
堂成員邱勝翊（王子）拍拖？小方笑說：
「以我十多年經驗回答，應該去問她不是
問我。」聽到有否不開心？小方說：「對
方如果拍拖，是誰也好，都會替她高興，
我們的關係已經是如果她拍拖，我會替她
高興，若我拍拖她一樣會替我高興！」但

小方卻主動提到鄧
麗欣應該會否認，
記者即問他是否想
鄧麗欣否認拍拖？
小方沒好氣說：
「你們想多了，如
果我想她否認，就
不會替她有拖拍高
興啦！」另問他有 ■方力申與弟弟方圓
否見過王子？他指 明出席畫展。
工作時見過打過招
呼，二人又是否合襯？小方說：「拍拖就
開心啦，兩個人的事，旁觀者不應參
與。」
馬清揚剛從英國出席完幼子的中學畢業
禮回港，對於有報道指他跟太太錢慧儀婚
姻亮紅燈，太太近四個月來情緒出現了問
題，馬清揚答謂：「不好再講了，太太看
到壞新聞受到刺激，情況轉壞，希望大家
體諒、體諒，不好再刺激她，知道的事已
答夠，沒什麼特別再講，太太現在美國陪
大仔休息當中，不要再報道她的新聞
了！」至於太太何時回港，他未作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