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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慶全
李慶全）
）影后蕭芳芳
前晚到香港大學為港台節目《大學問》
「70
70＋
＋ 1—蕭芳芳」
—蕭芳芳 」 擔任受訪嘉賓
擔任受訪嘉賓，
， 暢談她
從 6 歲當童星開始演藝生涯
歲當童星開始演藝生涯，
， 到當紅時暫別
影壇選擇赴美國留學，
影壇選擇赴美國留學
，後來回歸香港影圈再
創立護苗基金的經歷。
創立護苗基金的經歷
。芳芳姐驚爆在美國留
學時期感情生活相當豐富，
學時期感情生活相當豐富
，於三年內先後與
一中國人和一外國人訂了兩次婚。
一中國人和一外國人訂了兩次婚
。而拍戲生
涯中，
涯中
，芳芳姐難忘跟周星馳在
芳芳姐難忘跟周星馳在《
《精武門
1999》
1999
》 的合作
的合作，
， 她感嘆周
星馳能讓戲院傳出震天
笑聲，
笑聲
， 也明白對方拍
戲時的用功和心機，
戲時的用功和心機
，
所以每次開工要她等
對方一小時，
對方一小時
， 她都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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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述美國留學三年訂婚兩次

蕭芳芳
佩服 周星馳搞笑功

■ 席間芳
芳姐盡顯
其風趣幽
默本色。

等。

■ 蕭芳芳前晚到香港大學做訪談節目
蕭芳芳前晚到香港大學做訪談節目。
。

芳芳姐一直受耳患困擾，現
時只聽到瀑布、 打樁和

100 隻公蟬在叫的聲音，這次更是她失
聰後首次做訪談節目，大會特意安排即時打字
讓她閱讀問題，芳芳姐席間盡顯其風趣幽默本
色，又不失優雅典範，現場的同學仔也聽得
滿懷樂趣，掌聲笑聲充斥全場。
芳芳姐無所不談，從小她已很好學，卻三
次出國讀書夢碎，第一次在她 13 歲，其私
人英文老師寫信推薦到英國皇家戲劇藝術學
院，但不獲錄取；直到 15 歲跟媽媽去新加
坡登台賺錢交學費，結果還是不夠錢，經
歷兩次夢碎已很傷心：「當時只得三個人
鼓勵我，但卻與初戀情人反了臉！」芳芳
姐到 22 歲第三次放棄演戲成功到美國讀
書，但又收到媽咪來電說做生意被騙錢，
要她將學費寄回去：「看着一步之遙的夢
想，就在面前崩裂了！」猶幸當時一位在
唐人街的名伶前輩八叔譚秉庸的幫助，為
她交學費讓她圓夢，芳芳姐一提到這位恩
人，即忍不住哽咽落淚，主持遞上紙巾給
她拭淚。

■ 蕭芳芳談及當
紅時暫別影壇選
擇赴美國留學
的經歷。
的經歷
。

自爆曾吃迷幻丸
蕭媽媽放心讓女兒出國讀書，芳芳姐笑指全因

媽咪的信任，不過臨上機前仍贈言說美國的小朋友出
街，媽咪會在門口派避孕套：「長輩是比較含蓄，意思
是叫我到那邊不要亂來，不要失身，想都不要去想。」
但芳芳姐自爆有跟同學一起吃迷幻丸，只是自己全無反
應。 她在美國留學，感情生活亦很豐富，於三年內先後
與一中國人和一外國人訂了兩次婚，但最後都取消了婚
約，她說：「這兩次結束了愛情，復活了生命！」
芳芳姐在拍戲生涯中，最喜歡的作品是《窗》，但她
笑言這非代表作，因為代表作她還未拍，要是耳患痊癒
她也會再拍電影。現場即播出《窗》中她演盲人跟謝賢
的對手戲。芳芳姐後來多演喜劇，她坦言自細在片場拍
喊戲太多，不是太開心，拍喜劇開心又好玩，最令人津
津樂道是「林亞珍」，芳芳姐自嘲現在自己變了「林老
珍」，不過當年創作林亞珍的造型也只是行街見到個冬
菇頭和厚眼鏡就買下來，本身自己有條牛仔褲，再去服
裝間找件大碼恤衫， 沒料到就將梁醒波的恤衫給了她，
她說：「波叔在天之靈也保佑我做喜劇！」另提到跟周
星馳在《精武門 1999》的合作，芳芳姐笑指戲中有場推
對方落水再講粗口的戲，滿以為笑點在自己身上，怎料
卻沒有人笑，到周星馳落到水，戲院才傳出震天笑聲，
也明白對方拍戲時的用功和心機：「所以每次被接去開
工，我在車上等他一句鐘，我都肯等，不過他對我都很
客氣。」
芳芳姐創辦的護苗基金成立已 20 周年， 她從中學到
做人要謙卑， 因第一次叫人捐錢吃飯又飲茶，然而沒有

蘇麗珊交給媽咪理財
邵仲衡棄炒股買磚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邵
仲衡、蘇麗珊及吳肇軒等前晚出席
電影《逆向誘拐》首映，蘇麗珊一
身中性西裝內裡透視 bra top 若隱
若現，邵仲衡也大讚她靚女，大個
女了十年。蘇麗珊笑言過去多扮學
生，今次戲中可演回 26 歲真實年齡
做銀行投資，然而自己對科技、投
資及金融一竅不通，向來都是交給
媽咪去理財。至於邵仲衡坦言已過
理財階段，畢竟少做少錯，曾經沉
迷股票現也沒沾手，主要是某日
一覺醒來沒了興趣，不想每日如
奴隸獸般給操控，他說：「沒計
賺蝕已經沒再玩，但其實怎會
■ 蘇麗珊以一身中性西裝
贏？贏了又再買，所以趁低買
內裡透視bra
內裡透視
bra top現身
top 現身。
。
磚頭就最實際。」

蘇麗珊聽罷即求教入市心得，邵仲衡
笑說：「我不是高人，但有大事件死人
冧樓才去做，要看定一點。」而他試過
在沙士期間於九龍灣置業再出售也有些
盈利。蘇麗珊表示也想成為業主，只可
惜樓價太貴又不穩定，故不想給自己太
大壓力，之前有去抽新樓盤，結果抽不
中，還是覺得看緣分。

邵仲衡說：「我們四隻蟹仔（郭政鴻、
陶大宇、吳啟明）已經約了一起去，時
間由大宇安排。」
吳肇軒最近咳了近兩星期，整個人也
消瘦了，他又就不到時間看曾把他哮喘
醫好的醫生。

「四蟹」將出席藍追思彌撒
另邵仲衡跟藍潔瑛有過幾次合作，在
劇集《大時代》中更多對手戲，他無奈
說：「都好惋惜，她這麼聰明，一個天
才橫溢的演員也走了，我想講好耐，人
在生時候可以嘗試有一兩句提點，但其
實都做不到，真的好遺憾，希望她好好
安息！」至於今晚藍潔瑛的追思彌撒，

■ 蘇麗珊向邵仲衡
蘇麗珊向邵仲衡(( 右 ) 求教入市心
得。

《我的英雄學院》劇場版上映

導演長崎健司的《我的英雄學院劇場版︰兩
個人的英雄》是改篇自堀越耕平創作的人氣英
雄漫畫《我的英雄學院》，邀得山下大輝、三
宅健太、岡本信彥、佐倉綾音、石川界人、梶
裕貴為電影聲演，電影昨日已在港上映。
隨着近年英雄電影掀起熱潮，《我的英雄學
院》故事設定於大部分人類都會擁有名為「個
性」的超人力量的時代。但有力量的人卻不一
定都屬於正義的一方。當有壞人濫用「個性」
作惡時，便會有英雄挺身而出。主角「綠谷出

久」從小就憧憬成為一位頂尖英雄，可惜他卻
是少數天生沒有力量的「無個性」。沒有力量
的他能實現自己的夢想嗎？雖然困難重重，綠
谷少年卻依舊不放棄，朝着自己的目標勇往前
進。
這次《我的英雄學院》劇場版，以移動城
市「I·ISLAND」作為舞台，故事環繞在主
角及 All Might 之間，以及 All Might 的過去，
設定在電視動畫第二季以及第三季中間的時
間線，並將故事世界觀濃縮起來。講述了緊

印花
MEDIALINK ENTERTAINMENT LIMITED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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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學院劇場
版︰兩個人
的英雄》
的英雄
》

■ 提及八叔譚秉庸時
提及八叔譚秉庸時，
，蕭芳芳感觸落淚
蕭芳芳感觸落淚。
。

張的期末考結束了之後，在等待着暑假的郊
外宿營的綠谷和 All Might，獲得某個大人物
的邀請，造訪位於海外的巨大移動都市「I·
ISLAND」。「I·ISLAND」正舉行集合世界
各地精英科學家的研究展覽。同時，一直以
有 如 鐵 牆 般 堅 實 的 安 全 系 統 為 榮 的 I·ISLAND 的防衛系統被敵人黑客入侵。島上的
所有人都被捉了做人質。
動搖了英雄社會的結構的「那個計劃」要啟
動了！
■文︰莎莉
■電影改篇自人氣英雄漫
畫《我的英雄學院
我的英雄學院》。
》。

人理她，回家後大哭了一場，之後有朋友勸慰說又不是
你自己要錢，都是幫人罷了，但芳芳姐仍覺得香港在保
護兒童的法律落後於英國很多， 希望政府可以修改現有
法例。 當問到年輕人可從她身上學習哪些方面？ 芳芳
姐幽默地說：「頭可斷，血可流，腰間不能積肥油！」
全場爆笑拍掌。

結婚兩個月閃離
節目又是進行過普查，結果是學生最認知芳芳姐第一
位是影后，其次是護苗基金。 芳芳姐笑說：「知我是影
后來做什麼，看來我要做多點護苗的宣傳了！」 現場學
生向芳芳姐提問，其中問她為何不斷遇到困難仍堅持做
這行？ 她笑言也在反問自己，原本想繼續去美國讀碩
士，奈何媽咪身體不好，有錢便賺住先，那就一直拍下
去，然後結了婚兩個月不夠又離婚，然後又回去拍戲。
芳芳姐受訪時表示是一早預了會爆料，問她的初戀情
人是否就是四哥謝賢？ 她鬼馬地說：「這個不能答，大
家自己估，你們求其寫啦！」提及八叔譚秉庸時她感觸
落淚，芳芳姐指對方是粵劇界名伶，比任姐、仙姐更年
長一輩，在唐人街有好大勢力受人尊重，當年有幸得他
代交學費又保護她，試過登台時全部相片被當地黑社會
撕走，八叔一出面，翌日所有相片貼回原位。而今次是
芳芳姐失聰後首次做的訪談節目，她坦言壓力很大，再
沒下次，但現場反應很好，會否考慮開 talk show？她想
也沒想便拒絕表示不會，因為實在太累。

陳法拉嘆自導自演難兼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陳法拉前晚以
嘉賓身份出席第一屆《全球大學電影獎》開幕
禮，她稱自己也是剛剛畢業，覺得學生需要機會
和支持，給予更多機會讓年輕人去創作，像她早
前拍攝的短片，由創作到參展，整個過程其實需
要很多人幫手，說：「好彩我做演員多年都認識
了不少人，可以找他們幫手，但學生就沒有任何
資源，有獎金就可以幫到他們，所有導演都是由
零開始，可能他們將來是很厲害的導演。」
早前短片獲獎的法拉，表示導演、演員都喜歡
做，說：「很享受用導演身份跟演員溝通，但始終
自己專業是做演員，而且我還有很多事想嘗試，但
如果要自導自演就好難兼顧，所以只能一部片專心
做導演，另一部就做演員。」月底到內蒙古拍新片
的法拉，笑言因未去過當地所以一口答應，難度最
大是需要講東北話，而且東北話有很多種口音，到
時要花時間與導演溝通再揣摩一下。

陳法拉

群星閃耀亞微節
微電影市場潛力待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和向紅 雲南
臨滄報道）第六屆亞洲微電影藝術
節（簡稱「亞微節」）各個獎項前
晚 在 雲 南 臨 滄 市 揭 盅 ， 《185 道
口》、《大山裡的微笑》、《尋找
最美一杯茶》、《槐樹花開》等 40
部作品從 4,612 部國內外參評作品中
脫穎而出，榮獲最佳作品獎，另有
80 部作品獲優秀作品獎、140 部獲好
作品獎。亞微節還頒發多個單項
獎，其中《起飛》主演高亞麟和
《放飛的艾德萊斯》主演于月仙分
別榮獲最佳男演員和最佳女演員；
姜超和張佳寧分別憑借在《西溪傳
奇》和《讓愛，靠近一點》中的精
彩表演獲得觀眾最喜愛演員獎；表
演藝術家牛莉、董勇獲頒「臨滄市
榮譽市民」稱號。著名表演藝術家
斯琴高娃、香港成龍國際集團董事
局主席陳遠等 10 人獲評第六屆亞微
節「最具影響力人物」。
本屆影節國際性特點更加突出，
有 116 部國外作品報名參加評選。菲
律賓《Kiko Boksingero》、吉爾吉
斯斯坦《BAKYT》、法國《An Ele-

phant on the Moon》、烏茲別克斯
坦《MOTHER》、日本《Japan 小
旅人》榮獲最佳國際單元微電影
獎。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電視藝
術家協會主席胡占凡評價說，各
國、各地對亞微節保持着非常高的
參評積極性，作品數量逐年增多，
質量逐年提高。
本屆微電影節由中國電視藝術家
協會、中央新影集團、中共雲南省
委宣傳部、雲南省文化和旅遊廳、
雲南省新聞出版廣電局、臨滄市人
民政府共同主辦。臨滄市委書記楊
浩東介紹說，臨滄因瀕臨瀾滄江而
得名，因亞微節、邊交會而揚名。

■斯琴高
娃(右)與常
戎一同亮
相。
和向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