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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思穎）王浩信主
演台慶劇《兄弟》再度
難逃遭「掌摑」命運，
故事中他因暈倒要被對
手江嘉敏摑醒，結果捱
了逾百巴，但因江嘉敏
最初「就」住摑，要由
他自摑示範教路，未知

■王浩信、楊明、
伍允龍於新劇中各
有特異功能。

這回王浩信又能否
「摑」出個視帝來。

香港文匯報訊 張敬軒日前為新歌《百年樹木》拍攝 MV，以
戲劇形式記下一段高中兩年，還未懂跟對方示愛的感情。而執導
的更是今年最具人氣的港產片《逆流大叔》導演陳詠燊，難怪連
當事人張敬軒也笑指︰「這次 MV 的導演陳詠燊非常厲害，能夠
有機會跟他的團隊合作感覺好榮幸， 加上參與演出的吳肇軒、廖
子妤同陳智燊皆是銀幕上熟悉的面孔，我會將今次 MV 形容為入
行以來陣容最具電影感的一次，期待拍攝出唯美的感覺來，並希
望透過他們的演繹讓大家感動。」
MV 中有不少樹下情節，又特意租借電車拍攝，還有置地門外
的畫面等等，都是導演陳詠燊的心思，開拍前先列出一張清單，
並將軒仔過往多首作品的歌詞一一化成密碼。當中既收藏了有關
《櫻花樹下》的密碼，亦暗藏這十年來張敬軒的一些音樂軌跡，
希望觀眾投入故事中同時進行解密， 為這首十周年紀念作更添餘
溫。而同張敬軒在慈善晚會上合作過的新人曾樂彤，今次便飾演
吳肇軒現任女友，一頭馬尾揭露了愛的替身角色，陳智燊則扮演
廖子妤十年後的愛侶，滿有一份戲劇感。為師兄拍 MV 曾樂彤毫
不怯場，休息時二人還在電車上談心事，軒仔回首過去感性地
說：「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 MV，因為《百年樹木》除了作為
《櫻花樹下》2018 年的延續篇，同時亦是十年後的終結版，有種
好圓滿的感動。究竟十年以後大家的生活是怎樣呢？」
另外，有不少網民盛讚新歌演繹出每個人年少時錯過的清澀愛
情，長大後才領略到的遺憾，而且旋律有詩意，值得細味。
張敬軒

睇住何麗全入行 譚詠麟難忘 年宣佈唔攞獎

張敬軒借電車拍 MV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 鄭伊健明年 2 月 24 日至 27
日將舉行演唱會，相隔六年再開
個唱，他已積極投入排練操體
能，希望給予大家新鮮感，亦會
作新歌。提到他已有胸肌，伊健
笑言一向也有，現在嫌太大，年
代不同時興實在一點。問太太蒙
嘉慧也嫌大？伊健只尷尬在笑。
伊健過去開過 4 次演唱會，以前
會覺得跳舞最難，但經過友情歲
月演唱會後，發覺最高難度是如
何去創新有變化，不過肯定不會
邀太太上台。

江嘉敏生日獲男友親整蛋糕
穿上 DeepV 西裝褸疑似「真空」上陣的
朱朱和江嘉敏一起接受訪問，朱朱笑言：
「有打底和黐滿膠紙，很穩陣不會走光。」
江嘉敏則自嘲身高同任何人都有距離。兩人
分享拍攝的危險及難忘事，江嘉敏自爆有場
戲要把昏迷了的王浩信摑醒，她謂：「狂摑
他 30 幾巴，初時不敢太用力摑，王浩信便
自摑一次，要我狠狠摑下去打到『啪啪』

好彩這次無給摑暈，希望出來效果又可以
讓網民 Cap 圖玩吓。」問到有否信心憑此
劇「冧莊」視帝，他稱：「不敢講，反而
想有好口碑和奪『最佳劇集』獎，因是整
個團隊的努力，(叫囡囡投你一票？)我同佢
講聲，不過先要用功讀書。」

朱朱多謝伍允龍為自己祈禱
劇中飾演女警的朱朱不乏打鬥場面，她
表示有場戲在英國拍攝，由伍允龍駕船，
對方突然嚷叫「唔得啦，就快撞」，原來
是他要分神講對白令船偏了位，險些撞
船。朱朱表示今次拍過不少動作場面，這
趟首次沒有受傷，多得伍允龍為自己祈
禱，不睡覺也會到現場睇住自己有無出
錯，不要丟他架。

黃奕晨
分享毅行感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ViuTV藝人黃奕晨(Dixon)、
音樂組合 C AllStar 成員陳健安(On 仔)和 HotCha 成員張惠
雅(Regen)昨日出席「樂施毅行者2018」揭開序幕。由演藝
人及歌手組成的樂施毅行隊「Chord Walker行走的和弦」
到場大談他們「變型」的經過。首次參加的陳健安、張惠
雅及第二次參與樂施毅行者的黃奕晨均表示：「希望
Chord Walker 能像和弦一樣和諧共振地行走，誓要（足
部）不生水泡，完完整整地完成100K毅行。」

提到香港廣播有九十年歷史，校

長也參與了有一半的時間，他笑言
自己入行應有四十三年，當中難忘
是參與各大音樂頒獎禮，笑問是否
因為拿獎最多拿到手軟？他即笑着
謙稱：「其實也很容易打破，畢竟
現在有現在的玩法，也沒所謂。」
校長坦言自己看着廣播界的變化，
也看着很多人入行從低做起，其中
像何麗全，當年他是幫他們做摺衫
的，現在就已經一呼百應。校長又
憶起當年的樂壇感覺認真好玩，無
論歌手、同事和傳媒之間就像大家
庭般開心，現在氣氛則不同了。
而最令他難忘的是 88 年，各大
媒體音樂頒獎禮，他選擇了在 89
年初港台十大中文金曲最後一個
頒獎禮上宣佈不再拿獎，他說：
「之前我連續拿了五年最受歡迎
男歌手，橫掃各大獎項，獎項是
排山倒海的給我，但最後我宣佈
不再拿獎，否則之後的一年，我
應該還有很多獎可以拿得到。」
記者笑言當年有好多人「唔抵
得」？校長笑了笑說：「唔抵得
我也有付出的。」

■提到香港廣播有九十年歷史，阿
倫表示也參與了一半的時間。

■ 譚 校 長 見 陳 百 強 媽 媽 和 Uncle
Ray 行動不便，立刻叫人拿椅子給
二人坐着拍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香
港電台與香港文化博物館聯合籌劃
「光影流聲—香港公共廣播九十
年」展覽，回顧香港電台，以至香
港廣播業的發展歷程。演藝界代表
譚詠麟以及香港文化博物館總館長
盧秀麗一同主持開幕儀式，並且聯
同過百名廣播界名人包括何麗全、
杜之克、前廣播處長張敏儀、張文
新、蕭湘、Uncle Ray、潘志文、向
雪懷、朱慧珊、車淑梅以及姚玉梅
進行「百人大合照」，而在安排合
照排位時，譚校長見陳百強媽媽和
Uncle Ray行動不便，也立刻叫人拿
椅子給二人坐着拍照，認真有心。
今次展覽，有關方面借出梅艷
芳、張國榮、陳百強、鄧麗君生前
的歌衫戲服等展出，譚校長表示自
己未有這安排，反正星光大道也沒
他的展品，譚校長說：「其實沒所
謂，也不會計較，有機會又賞面的
話就補返。」

參與廣播界一半時間

■陳健安、黃奕晨及張惠雅一同出席毅行者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從1954年廣州任職
廣播界開始，現年88歲的蕭湘見盡香港廣播業的變
化，她感覺現在是愈做愈好，也是跟着時代去走，
不過自己也「out」了，應無人會聽他們這麼長的故
事，現在她也很少開咪，畢竟96歲丈夫李我近年身
體轉差要臥床，但幸好他腦筋靈活：「他常會問今
天星期幾，知道今日我要來沙田出席 90 周年開幕
禮，他也問可不可以來，就像小朋友般好想到來，
但當然不能來，不過他也叫我代問候一班兄弟。」
蕭湘透露丈夫李我現入住老人院，不能隨便出
街要臥床，每日最多一小時到飯堂吃飯，而且他
的耳仔已經聾了，開着電視也只看公仔，不過天
很幫他，認知上他沒問題，還懂為朋友賀壽作詩
詞，年初他仍寫到字，現在就已經要她代筆了，不
過他的朋友和
粉 絲 都 好 有
心，常常帶生
果去老人院探
他。蕭湘說：
「我都要保重
自己，因為如
果我先走，他
生活就會好淒
涼，所以我有
照顧好自己，
每日運動，也
多謝上天的照
蕭湘 顧。」

蕭湘見盡香港廣播業變化

鄭伊健

鏇、石修等昨日出席宣傳活動宣佈劇集於
11 月 12 日首播，身型高大的王浩信和嬌小
的江嘉敏合照時，兩人高度相差大截，浩
信要彎腳遷就，相當搞笑。

聲，最後拍了三次才成功，他合共捱了百多
下，打完後我的手和他的面都紅了一片，即
場跟他說不好意思。」朱朱笑言：「可能打
慣咗，佢好享受呢。」
江嘉敏日前生日正在台灣拍劇，她甜絲絲
說：
「男友來了台灣，更親手整蛋糕給我，我
很開心，之後我拍完劇就同劇組食飯，沒有
二人世界，
（男友會否很失望？）
要問他了。」
王浩信繼在《名媛望族》被劉松仁狂摑
13 巴掌，之後《法外風雲》中給謝雪心怒
摑 23 巴掌，今次就被江嘉敏摑逾 100 巴
掌，還要自摑示範一次，他謂：「通常摑
人都驚過畀人摑，我對這類型的戲好有經
驗，只希望盡快完成有逼真效果，其實同
心姐果次打咗 70 幾巴一樣咁『甘』，松哥
那次就收起氣功留力，否則都好『甘』，

■Uncle Ray、前廣播處長張文新、車淑梅等廣播界名人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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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伊健紅館騷不邀太太上台

台慶劇《兄弟》演員王浩信、楊明、伍
允龍、朱晨麗(朱朱)、江嘉敏、劉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