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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為促進香港和
海南兩地年輕人多溝通交流了
解，中國香港海口聯誼會早前
曾組織青年學生團到海口進行
交流，讓兩地青年人親身體驗
和交流多溝通接觸做朋友，15
日他們再次在海口舉行「瓊港
青年音樂會」，讓熱愛音樂及
具備歌唱潛質的青年一展音樂
才華，發揮潛能及增強自信，
並能互相交流，提升音樂及歌
唱造詣。早前在香港區進行瓊
港青年音樂會港區選拔賽，由
香港著名的粵語流行曲填詞人
向雪懷、博愛醫院永遠顧問
MH陳李妮、樂兒計劃成長基
金的李煥明博士做星級評判，
在少年歌唱組 、少年樂隊組
、青年歌唱組選出冠亞季軍及
優異獎，他們除了有獎金外還
有機會飛去海口在「瓊港青年
音樂會」上表演。
近年來常忙在內地教音樂及

當「中國新歌聲」賽區選拔賽
賽評判的向雪懷獲邀擔任「瓊
港青年音樂會港區選拔賽」評
判，坦言為支持好友陳李妮，

同時他感覺香港樂壇光輝不再
主要是台前幕後缺乏出色的接
班人，香港是時候要有新氣
候，歌手要有多些表演平台，
希望盡量為他們製造多些機
會，期待見到多些有潛力的年
輕一輩音樂人湧現。向雪懷以
前為寶麗金捧新人，對睇新人
潛質很有眼光，對於今次參加
比賽的多間中學的學生帶來的
表演，向雪懷直言有驚喜，他
料不到參加者也有留意內地歌
手創作的歌曲，證明他們是有
關心世事，不是坐井觀天的
「閉青」。當然比起內地的歌
唱比賽參賽者不可以算高水
平，但唱歌的熱情和有部分青
年人的水準仍不錯，像得獎的
那幾位，唱得不差，而台風形
象當然要執執。
本來只有三甲得獎者可以去海

口，陳李妮被參賽者的熱情及認
真感動，向海口聯誼會的朱鼎健
會長申請，決定多給年輕人機
會，最終少年歌唱組張君睿、黃
樂澄、李思逸、陳樂晴。青年歌
唱組房子騫、張嘉銘、 湯皓

深、黃斯健、張永龍、劉致君。
及少年樂隊組「霸氣」帶自創
歌曲《忘我》及優異獎的黃睿
恒帶自創歌曲《Scenes》前往表
演。陳李妮又特別給一位失明
鋼琴演奏者劉亦強機會，和她一
齊在台上合作表演一首歌作為特
別獻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
文）江嘉敏（Kaman）昨日
出席活動，並挑戰健身單車。
Kaman 自言對其身材不滿

意：「想肌肉可以結實些，想
要腹肌、而且又拜拜贅肉又
baby face，想減的地方有好
多。」近日她忙於為劇集
《殺手》及《國家英雄》開
工，問她拍《殺手》都未能
減肥？她笑言：「我無份打，
我是被人打！」不過她表示會
約妹妹一齊做運動。
提到緋聞男友余德丞康復

後出外食飯，Kaman 說：
「我只知他已出院，想不到
他還食牛腩麵，要乖乖哋
啦！他有在我們的《危城
First Lady》群組報平安，他
入院時我們齊齊摺紙鶴給
他，他在劇裡有摺紙鶴劇
情，他說想不到會變成收的
那個。」

江嘉敏不滿意自己身材

■■江嘉敏江嘉敏

香港文匯報訊 馬浚偉日
前聯同一班義工朋友參與一
個照顧流浪貓狗的志願團體
活動，本身非常喜歡動物的
他全情投入，跟兩位節目主
持一起為流浪貓狗清潔籠
子、餵哺食物等，度過一個
開心又有意義的下午。這亦
是馬仔構思、監製和主持的
社會紀實節目《同理·繼續
走》其中一個拍攝環節，繼
殘障人士、情緒病康復者之
後，今次拍攝的焦點是跨性
別人士，在社會中無疑屬於
小眾，但馬仔認為也應該對
他們有正確的認識、賦予正
面的看待。
透過資料蒐集和拍攝實
況，馬仔認識了一群跨性別
人士，並與他們做了朋友，

相處融洽。馬仔希望透過節
目展現跨性別人士的生活層
面和思想感情，讓公眾對他
們有所認識，不要歧視排
斥。他認為，我們的社會應
該包容和接受不同的群體，
無論是佔多數還是小眾，都
需要給予尊重，只要他們是
好人，大家也生活在同一天
空下，各有生存空間，各有
不同貢獻，應以平常心去看
待社會上每一個人。

馬浚偉呼籲多包容不同群體

■■馬浚偉和各人一起清潔馬浚偉和各人一起清潔。。

毛舜筠成為出爐亞太影后，提
到今年六月加入英皇大家

庭，合約期超過三年，媒人是梁太
（梁李少霞），毛姐說：「我的前
經理Helen一直以朋友身份幫我，
有一日佢突然同我講因為身體問
題，很擔心我的工作愈來愈多，她
幫不到我，當時我很彷徨，跟梁太
吃飯提起這件事，不知怎算，她就
說：『咁就入英皇啦！』促成這件
事，楊先生很有誠意邀請我加入，
我覺得很實在，唔使再擔心，以後
做乜都有個大家庭喺背後支持自
己，是很感恩的。」慶功宴間，老
闆楊受成送上方形鑽石鏈墜的項鏈
祝賀，楊先生說：「又多個影后加
入英皇，你有冇經過灣仔見到個招
牌光咗好多。」

煮大餐答謝阿呂
至於成為亞太影后，毛姐表示大

佬呂良偉是關鍵人物，毛姐表示今
次攞亞太影后係整定，亞太邀請呂
哥做頒獎嘉賓，呂哥就問我們部
《黃金花》有冇入圍，查問後先知
原來我們連報名都未報，呂哥話千
萬要等埋我們部戲，因為部戲好
好，佢個妹（毛舜筠）做得好好。
毛姐說：「於是大會就叫我們立即
畀片大會，電影公司即刻搞，當時
只差兩日就截止報名，然後成件事
到今日自己做了影后，我覺得真的
要多謝阿哥，就係他一句說話，如
果唔係就冇了。我攞金像獎時，阿
哥請我食飯，佢就話如果我亞太得
獎，他就上台幫我領獎。因為我一

早知去唔到頒獎禮，女兒要入大
學，我要陪她。諗住冇咁橋啩，點
知真係。」身為藍帶女廚神的毛
姐，承諾要煮大餐答謝阿呂。 與
太太楊小娟一同出席慶功宴的呂哥
即場將獎座送上，呂哥笑言說：
「我是千里送獎。」

忙拍歌舞賀歲片
目前，毛姐正忙於王祖藍執導的

電影《你咪理，我愛你》，「從來
未演過賀歲片又要跳舞又要唱歌，
這是祖藍第一部執導的電影，好希
望他成功，因為我見到這個導演好
有heart，很知道自己要什麼，我很
戥他高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毅儀） 英皇集團主席楊受成前晚設宴為早前加盟英

皇旗下的毛舜筠(毛姐)慶祝繼奪得香港電影金獎「最佳女主角獎」後再下一

城，憑電影《黃金花》奪得「亞太影后」大獎，楊受成送上一條項鏈作為毛舜

筠奪得影后之賀禮。毛舜筠憶述當日因梁李少霞一句話「前經理人幫

不到你，那便加入英皇吧！」她便加入了英皇。毛姐表示

現在覺得很實在，甚麼事也不用擔心，因為有

這個大家庭幫助她，也令她很感動。

英 皇 老 闆 助 力 強 感 覺 很 實 在英 皇 老 闆 助 力 強 感 覺 很 實 在

毛舜筠毛舜筠攞亞太影后

全靠阿呂全靠阿呂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劇《延禧攻略》在港熱
播，劇中「富察皇后」秦嵐到港任活動嘉賓，秦
嵐是次順道見見「五阿哥」古巨基，二人敘舊一
番，仲齊齊開Live見粉絲。
37歲的秦嵐曾經在2003年於劇集《還珠格格3

天上人間》同古巨基合作。基仔昨晚仲特登搵埋
同樣係女神級的好友周慧敏一齊開Live，向秦嵐
送上驚喜。原來秦嵐一直都係周慧敏嘅fans，而
Vivian亦表示專誠嚟一睹「皇后」嘅風采：「我
身邊好多朋友都有睇你部戲，好鍾意你，所以我
代表佢哋將香港嘅愛送畀你。」秦嵐見到偶像表
現非常興奮。去到Live尾聲，基仔仲叫秦嵐唱首
周慧敏的歌，秦嵐怕怕醜醜咁喺偶像面前清唱

《自作多情》其中一句「不要自作多情去做
夢」，秦嵐唱廣東歌清楚又好聽，搞到周慧敏直
呼感動，二人仲嚟個深情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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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嵐見周慧敏怕醜

■瓊港歌唱比賽中，青年組有
位高大、有創作才華的參賽者
得優異獎。

■■李妮頒獎予瓊港歌唱比賽少年組冠軍李妮頒獎予瓊港歌唱比賽少年組冠軍。。

■瓊港歌唱比賽評
判向雪懷、李妮和
得獎者合照。

■楊受成同英皇
高層送上禮物歡
迎毛姐加入。

■呂良偉把獎座送到毛姐手中。

■■毛舜筠憑電影毛舜筠憑電影
《《黃金花黃金花》》再度再度
封后封后，，成為出爐成為出爐
亞太影后亞太影后。。

■毛舜筠因梁李少霞(左二)加入英皇大家庭。

■■周慧敏周慧敏 ■■古巨基古巨基 ■■秦嵐秦嵐

9月12日，在加拿大
多倫多，演員楊冪出席
影片《寶貝兒》的全球
首映儀式。
當日，在2018年加拿

大多倫多國際電影節
上，中國影片《寶貝
兒》舉行了全球首映儀
式，導演劉傑，演員楊
冪、郭京飛、李鴻其等
出席。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