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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演出行業協會希望表揚過往30
年來為演出行業付出心血的幕後功臣，今年特別舉辦
首屆「中國演藝品牌評選頒獎典禮」，國務院台辦交
流局局長黃文濤、國家文化和旅遊部文化市場司副司
長王娜、中國演出行業協會會長朱克甯等領導出席盛
典，兩岸三地演出行業的代表人物歡聚一堂。
「中國演出行業協會30周年慶典暨首屆中國演藝品
牌評選頒獎典禮」日前於北京舉行，香港天星娛樂總
裁陳淑芬(陳太)獲大會頒發「中國演出傑出貢獻獎」，
以表揚陳太在過往40年來對演出行業的貢獻，特別是
陳太把香港的演唱會及音樂劇與藝術演出引入內地，

亦將內地的人才與演出也帶到香港及海外，為兩地文
化交流作出長遠及很大推動。陳太盛裝接受「中國演
出傑出貢獻獎」，她領獎時表示：「會繼續回饋行
業，展望未來，將努力培養更多音樂劇方面的台前幕
後優秀人才，期望中國的原創音樂劇走上國際舞
台！」
與陳太一起獲得「中國演出傑出貢獻獎」的，還有

包括國家大劇院首任院長陳平、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
長任鳴、中國音樂家協會流行音樂學會主席付林、中
國首席音響師金少剛、中國首席燈光設計師沙曉嵐、
台北演藝經紀文化交流協會創會理事長王祥基等。

香港文匯報訊 《第十四屆中國
長春電影節》日前閉幕，「金鹿
獎」各大獎項逐一揭曉。徐崢、
章子怡分別獲最佳青年男、女主
角獎。15部最終入圍的影片中，
《紅海行動》、《我不是葯神》
成為大贏家，這兩部影片共同分
享了最佳故事片獎。
本屆電影節以「新時代、新搖

籃、新力量」為主題，在獎項設
置上突出對青年電影人的表彰和
激勵。頒獎典禮上，電影《我不
是葯神》的編劇韓家女、鍾偉、
文牧野獲得金鹿獎最佳青年編劇
獎；《暴雪將至》的導演董越獲
得金鹿獎最佳青年導演獎；徐
崢（《我不是葯神》）、王傳

君（《我不是葯神》）、章子怡
（《羅曼蒂克消亡史》）、蔣璐
霞（《紅海行動》）分別獲得金
鹿獎最佳青年男主角獎、最佳青
年男配角獎、最佳青年女主角
獎、最佳青年女配角獎。
苟芸慧應香港影業協會的邀

請，飛往長春出席昨日舉行的中
國四大電影節之一《第十四屆中
國長春電影節》，除了出席記者
招待會外，她還出席了閉幕式暨
頒獎典禮。苟姑娘很榮幸獲邀出
席，見識到近年中國電影的崛
起，很高興能夠參予其中。她
說：「我與長春很有緣分，已經
是第二次出席長春電影節。這裡
是中國電影製作的搖籃，長春的

朋友很熱情，感覺很親切。」她
盛讚頒獎典禮場面盛大，現場還
遇到很多熟識的電影人，一同分
享經驗。她說：「再次遇到好幾
位認識多年的電影界朋友，更認
識了多位很有才華和抱負的新朋
友，能夠與大中華區電影業界有
很大貢獻和成就的精英近距離接
觸和交流，此行十分有意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
鍾鎮濤（阿B）將於十一月底假
紅館開騷，日內會舉行招待會公
佈詳情，昨日阿B為ViuTV節目
《大星講》擔任嘉賓，他透露將
於下月推出發燒碟《To Bee
Continue》，全碟中有九首是翻
唱廣東歌和國語歌，並有一首是
與女兒鍾懿合唱的新歌，阿B透

露這次翻唱的歌曲包括梅艷芳、
徐小鳳、梁朝偉、許冠傑、張國
榮、林憶蓮的經典歌。
有指為何不選唱老友譚詠麟的

歌，他笑說：「我們實在有太多
故事，只揀一首很有難度，看看
之後會否推出PART 2專輯，到
時可能全碟都是他的歌，哈
哈。」另外，阿B選唱了梁朝偉
的《你是如此難以忘記》，他坦
言對這位兄弟同樣是難以忘記，
更娓娓道出偉仔是何等有情有
義：「在我人生經歷最不開心日
子，幸得偉仔相伴走過艱難時
候，他來我家靜靜陪着我，就算
交談只會各自講自己的事，范姜
看在眼裡都會笑我們的對話九唔
搭八，其實有偉仔的陪伴已經幫
了很大忙，要不然也不知如何渡
過，我們男人之間溝通依然是想
講便講，不想講就不開口，但總
會感受到對方的支持。」阿B和
偉仔認識以來，趣事多籮籮，阿
B笑說：「記得偉仔要拍《一代
宗師》時經常搵我一起練功夫，
當我支持不下，他便轉找學過空
手道的范姜，十分搞笑。」阿B
笑言偉仔最大優點是喜歡埋單，
相當闊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
李思捷前晚於九龍灣舉行首次個
人音樂會，他開騷前接受訪問表
示，在台上會唱歌以外還會講笑
話，或者都會講些黎明金句。問
到會否提到黎明的B女？他笑指
可能講兩句。思捷坦言自己都恨
生小孩子，畢竟自己已非後生
仔，各方面要努力，總之時間人
物地點適合便會進行。而前晚是
思捷母親的生日，思捷會在二千
人面前送一個廚神蛋糕給她，因
她贏過無綫的廚神比賽。
何雁詩當晚擔任表演嘉賓，她

身穿紅色西裝透黑Bra熱褲相當
性感，她笑言件衫夠闊大遮得
到，都是露一點點而已，公司和
男友也沒限制她，着衫方面可以
好隨意。何雁詩與思捷合唱《來
夜方長》，她曾與原唱的蘇永康

（阿公）合唱過，她笑說：「同
原唱者唱好正，有初戀的感覺，
整整一星期忘記不了，今次綵排
時思捷扮阿公把聲都好似，我的
少女心都跑出來了，其實首歌跟
我一樣年紀，或者和阿公唱的時
候我是『小童心』！」跟男友鄭
俊弘唱又會怎樣？她笑答：「是
平常心！」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張雅婷）鄧小巧
的新歌《四大發明》MV昨日播出，在MV中
的小巧除了要大顯舞姿，還要玩即興矇眼跳
舞，還要打側手翻，可是她自言身形大隻過男
主角，實在令她很無奈！
鄧小巧對於今次拍MV預先做足功課，她笑

說：「今次係自己攞嚟衰，因為本來冇人要求
我跳舞，但係當聽過首歌之後唔知點解好想加
入一齊跳舞，好在今次邀請到好友舞蹈家天陽
拍攝，我都學咗7堂跳舞，咁矇眼跳就係玩即
興，至於打側手翻我細細個就鍾意玩，所以冇
問題。」

阿B感激偉仔患難時相伴

李思捷想生小孩

鄧小巧自嘲身形大隻過男主角

「中國演出協」讚揚推動兩地演出交流

陳淑芬獲頒「傑出貢獻獎」

第十四屆長春電影節閉幕
徐崢章子怡獲最佳青年男女主角獎

Danny的兩位兄長和姐姐、Eason爸爸陳裘大、姜大偉
和太太李琳琳、連炎輝、何超瓊、何超儀、小肥、何

麗全等均有現身捧場，舞台上擺放了Danny的照片，年青
鋼琴家張勝量（牛牛）先有鋼琴獨奏為演唱會揭開序幕，
之後林珊珊緬懷與Danny的逸事：「記得在中三聯校舞
會，我最開心是在陳百強面前跳吓舞，只求對方望我一
眼，最後他和我傾偈，同我打招呼又問我咩名，兼且讚我
跳得不錯。」陳慧嫻唱完《偏偏喜歡你》後說了一句：
「偏偏喜歡陳百強」，引來一陣歡呼聲！
關淑怡穿上灰黑色絨毛大褸配黑裙唱出《煙雨淒迷》，

她表示：「我出道時陳百強已經很少演出，但有幸試過一
起同台，當時我仍是新人很怕醜，其實他是我心目中白馬
王子，是我童年回憶，他所有歌曲是我童年回憶之餘，全

部歌都是經典之中的經典，沒人可以代替，自己好簡單，
只想講我好懷念你，陳百強。」

林珊珊邀Danny上節目成好友
台上不時放出Danny的舊照，當中不乏Danny和張國
榮、鍾楚紅的合照，到劉美君出場，她提到Danny是其榜
樣，會繼承對方精神，然後唱出《等》。期間，林珊珊再
度分享：「剛開始做DJ時，有日監製話要我做個個人節
目，訪問一些新人，我便想起陳百強，又唔知點解攞到他
的直線電話，就親自打畀佢，節目中忍不住問對方還記得
當年在聯校裡的妹妹嗎？之後我們成為好朋友，還時常煲
電話粥傾心事。」
珊珊指陳百強很喜歡《戀愛預告》這首歌，更曾跟她說

要作一個陳百強版本。陳奕迅穿上Danny最喜愛的深紫色
西裝出場獻唱《深愛着你》，唱畢後笑說：「心情好緊
張，因對上一次在香港唱歌已是1月的事，對今晚已經期
待已久，好開心可以參與其中，這些歌真的很好聽，相信
Danny會聽到，我成日覺得演唱會是一個好好藉口可以同
大家一齊聚首一堂，一齊去享受好正的氣氛、好正的感覺
同感受。」然後便與他的音樂上拍檔－Adrian合唱《未
唱的歌》。
Eason更自爆向唱片公司要求加唱自己好喜歡的一隻歌

《再見puppy love》，一度更想親自打電話給林珊珊提出
合唱，全晚一直擔任獨白角色的林珊珊終於現身，台下歌
迷興奮得全部企起身一齊大合唱，掀起全晚高潮，兩人唱
完後一齊說：「Thank you大家，Thank you Danny！」

陳百強陳百強6060歲冥壽歲冥壽

群星高歌群星高歌緬懷緬懷
一代偶像一代偶像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李思李思

穎穎 ）） 已 故 歌 手 陳 百 強已 故 歌 手 陳 百 強

（（DannyDanny））離世離世 2525 年年，，今今

年是年是6060歲冥壽歲冥壽，，環球唱片環球唱片

公司前晚特意在會展舉行公司前晚特意在會展舉行

「「 環 球 高 歌 陳 百 強 演 唱環 球 高 歌 陳 百 強 演 唱

會會」，」，與歌迷悼念這位一代與歌迷悼念這位一代

偶像偶像，，當晚演出歌手陳奕迅當晚演出歌手陳奕迅

（（EasonEason）、）、關淑怡關淑怡、、陳慧陳慧

嫻嫻、、盧冠廷盧冠廷、、劉美君劉美君、、李幸李幸

倪倪（（Gin LeeGin Lee））和梁詠琪均和梁詠琪均

獻 唱 出獻 唱 出 DannyDanny 的 經 典 歌的 經 典 歌

曲曲，，跟跟DannyDanny 老友鬼鬼的老友鬼鬼的

林珊珊則以讀白形式穿插其林珊珊則以讀白形式穿插其

中中，，分享分享DannyDanny 生前的趣生前的趣

事事。。

■■陳慧嫻唱陳慧嫻唱《《偏偏喜歡你偏偏喜歡你》。》。

■陳淑芬在北京獲頒中國演出傑出貢
獻獎。

■■關淑怡表示關淑怡表示
DannyDanny是她心目是她心目
中 的 白 馬 王中 的 白 馬 王

子子。。

■阿B透露是次新專輯中會翻唱
多首經典歌。

■■洪祖星洪祖星、、黃百鳴黃百鳴、、苟芸慧苟芸慧、、吳卓羲和楊思琦吳卓羲和楊思琦

均出席了長春電影節記者招待會
均出席了長春電影節記者招待會。。

■■章子怡獲章子怡獲
最佳青年女最佳青年女
主角獎主角獎。。

中新社中新社

■成龍也
現身長春
電影節閉
幕紅毯儀
式。

中新社

■鄧小巧在新歌MV中大顯舞姿。
■李思捷送了一個廚神蛋糕給其
母親。

■■林珊珊和林珊珊和
陳奕迅一齊陳奕迅一齊
大合唱大合唱。。

■■梁詠琪亦梁詠琪亦
有到埸有到埸。。

■■劉美君獻劉美君獻
唱唱 DannyDanny 的經的經
典歌曲典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