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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
由汪明荃、蘇永康、森美和余德
丞主持的新節目《娛樂大家》前
晚進行首集錄影，阿姐穿鮮黃色
西裝，西褲上更印上自創的「#
汪阿TAG」，她表示服裝由公司
設計，透露節目以遊戲為主和加
插潮流事物，希望公司開更多新
鮮節目讓同事宣傳劇集和歌曲。
記得去年差不多相同主持班底

錄影的《阿姐有乜未見過》節
目，問阿姐兩者有沒有關聯，她
說：「上次只是一個嘗試，今次
節目在形式、內容上都有不同，
想公司有多些綜藝節目，因為每
到做大騷時，大家都好似有點生
疏。」阿姐強調綜藝節目是TVB
的強項，內容可以加入不同元
素，既可以訓練新人，又可以邀
請嘉賓返來宣傳，公司很需要有
這種節目。
與阿姐拍檔做主持的蘇永康，

坦言對方並非如傳聞般拘謹，反
而相當玩得，他會抱住每一集都
跟阿姐學習的心態去做。至於會
否親自請嘉賓上節目，蘇永康和

阿姐都表示少不免，像早前參加
阿嬌婚宴，阿姐已落力請阿嬌上
節目。問到可會邀請羅家英做嘉
賓，阿姐說：「未必來到，他正
在橫店拍電影，今次他是男主
角，我都未見過他咁勤力睇劇
本，之後又要去台灣工作。」

蘇永康讚阿姐相當玩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

文雪兒、楊玉梅、張美妮等人昨
日返電視城出席《三月星辰》生
日會，文雪兒高興地表示老公的
表姐的女兒剛贏得今屆奧斯卡的
「最佳紀錄片」獎，令整個家族
都欣喜若狂，文雪兒表示未見過
得獎者，因為大家一直分開兩地
生活，有機會也想跟對方見面，
知道老公很開心，因為他覺得是
一件光宗耀祖的威水事。
本月1日生日的文雪兒，透露當

日與老公、女兒及女兒男友到澳
門慶祝，過得平淡而滿足。5日生
日的楊玉梅也稱生日平淡度過，
覺得不需要大事慶祝，但也有約
朋友吃飯，生日願望最重要是身
體健康、開心快樂，沒有健康的
身體就什麼事情都做不到。
下周懷孕七個月的張美妮昨日

冒雨返公司參與生日會，她表示
老公曾想下「禁足令」不准她出
門，因擔心天雨路滑易有意外，
但張美妮表示一早答應出席，加
上要向公司請產假，答應會分外
小心。張美妮笑道：「老公自從

和我熱戀後，有十年沒有對我這
麼好，現在經常會噓寒問暖。」2
日生日的張美妮稱老公送了大驚
喜，表示老公平時是實際型的
人，但當日竟然訂花和送氣球，
令她喜出望外，說：「我事前完
全不知，去到餐廳見到好開心，
相信我只是叨個女光，暫時繼續
享受做女王。」

大肚張美妮享受做女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第25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頒

獎典禮」昨日假香港電影資料館舉

行，今年由劉德華頒發五大獎項包

括：最佳電影：《三夫》、最佳導

演：陳果（《三夫》）、最佳男演

員：黃秋生（《淪落人》）、最佳女

演員：曾美慧孜（《三夫》）及最

佳 編 劇 ： 陳 小 娟 （《 淪 落

人》），另外會長卓男頒發學會

推薦電影包括《淪落人》、《 G

殺》、《水底行走的

人》及《無雙》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內地男影星
胡軍率領太太盧芳及女兒九九一家三口，獲
香港藝術節之邀，於三月七日至九日晚，假
香港尖沙咀文化中心演出三場莎士比亞經典
舞台劇《哈姆雷特》，昨晚首場演出前夕，
胡軍到梵高藝術體驗館出席《哈》劇記者
會，並獲送上梵高畫作「向日葵」生日蛋
糕，預祝本月十八日51歲生日。
談到生日願望，胡軍表示生日當天會在杭
州巡演，望《哈》劇巡迴一切順利，之後月
底又會在北京尾站演出四場，便暫時告一段
落，稍後繼續忙拍戲。
問到胡軍首度與妻女同台演出的感覺？他
笑說：「初時感覺奇怪，因自95年與老婆憑
話劇結緣後，今次才第二次同台，二人私下
很熟，但在舞台上感覺生疏，至於女兒的角
色是加插的， 事緣有次食飯時女兒表演唱
歌，導演覺得她的聲線非常好，就加插了角
色給她。」問到他可想再來港拍戲？他坦言
都想，因還有很多演員是未曾合作過的，而
且他對香港挺有感情，自己很早就來港發
展，兒子也在這裡出生，但還看緣分及機
會。
此外，胡軍曾跟周潤發（發哥）合作《讓
子彈飛》，對於發哥日前拍戲受傷，他也有
留意，並慨嘆說：「還以為發哥能來捧場，
（曾親自邀請他？）沒有，但相信劉嘉玲有
安排，其實香港場一票難求，我欠下很多票
債，只能跟朋友說聲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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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梁詠琪(Gigi)將
與香港娃娃藝術家合作推出限量版娃娃，選用4
款該品牌今年春夏系列布料，人手製作16個精
緻娃娃出售，昨日Gigi和老公Sergio在自家童
裝店舉行展覽會，當中一款粉紅色圓點布料的
束鞭娃娃乃囡囡Sofia最鍾愛，Gigi已預留給女
兒。 Gigi透露推出限量版娃娃概念源於自己擁
有一顆少女心：「有日在家陪女兒Sofia玩公仔
換衫遊戲，結果她走開了，我仍繼續玩，比她
更投入，所以覺得大人都可以有換衫公仔，相
信除了我，很多媽媽都擁有少女心，遂把自己
想法跟老公分享，老公便引入新一季布料交到
藝術家手上，設計成一共16款限量版娃娃，女
兒都有份參與，和媽咪一樣有少女心，揀了她
最愛的粉紅波點，正是與她在生日會上所穿裙
子布料相同，這是個不錯的親子活動，可說寓

工作於娛樂，亦好感激老公聽取我意見後付諸
實行，所有娃娃的五官都是人手繪上，每個獨
一無二。」席上未見Gigi 女兒現身，Gigi 笑
說：「每件藝術品都很珍貴，女兒來到只顧住
玩，但會留一款娃娃給她。」
本月底生日的Gigi自爆：「老公話今次構思便
是提早送給我的生日禮物，好開心，(會否出埠
慶生？)不會，稍後開始為電影宣傳。」說到Ser-
gio繼電影《恭喜八婆》後會否再客串演出？Gigi
謂：「佢要搞生意又湊女都好忙，應該沒有時
間，我知佢最想做的是香港的士司機，佢最初來
港時覺得的士司機同客人傾偈語氣好特別，見到
他們的車陣好Amazing，簡直大開眼界，有機會
的話都想挑戰這角色。(囡囡有否演戲天分？)囡
囡最鍾意扮靚同跳舞，每逢起音樂便跳舞，現時
也有給她學芭蕾舞。」

梁詠琪推出限量版洋娃娃

劉德華

劉德 華
上 台

頒獎時，以輕鬆語
調笑說：「我入行時

已經有金像獎，但是沒
頒到獎給我，覺得他們都不

懂看戲，到25年前香港電影評
論學會出現，都等了十年，覺得自

己同識做戲距離仍好遠。」華仔又呼
籲大家都可以找他拍戲不一定要找秋生，
更即場向《淪落人》最佳編劇陳小娟
說：「你下次不好找秋生，你找我
啦，他都是覺得你靚才拍！」他
又指自己好支持新導演，不會
看拿過什麼獎，是看劇本和
本身為人怎樣。

讚秋生一拍就有獎
華仔昨日以頒獎嘉賓身
份來支持，對於黃秋生
獲影帝，他大讚秋生是
位命中率高的演員，一
拍就有獎。華仔表示
過去跟秋生在舞台
劇合作很久，
唯暫時公司
未 有 一

部戲適合他，但都有考慮為他開戲。提到
秋生入不到內地市場？華仔說：「有香港
市場嘛，收平一點！」這豈不是又是壓
價？華仔笑說：「以香港價錢最高，不是
壓價！」

今年不停拍電影
談到會否也看好秋生再下一城拿金像影

帝？華仔說：「金像獎歷年來，今年算最
強勁，除了黑哥（姜皓文）是新提名，其
他幾位影帝合共拿走好多個獎！」提到就
少了他一個一起去角逐影帝？華仔無奈
說：「我跌一跌哪有戲上，明年我再來
過！」他坦言過去受傷這兩年是少了拍
戲，今年會多一點產量，其中《熱血合唱
團》是在他受傷前拍下，也沒時間做後
期，之後還有一部與鄭則仕合作的《香港
仔》，另《拆彈專家2》正試幾個新造
型，還有一部民初殺手片則籌備當中。
對於周潤發日前拍攝電影《驕陽歲月》

被黃德斌扑穿頭，但發哥處變不驚完成戲
份才入院縫針，而在片場處理傷口時更叫
大家「淡淡定有錢剩」來緩和氣氛。華仔
沒看過新聞，當聞得發哥受傷，也關心地
問：「是否今日受傷？其實拍戲往往是預
計不到，以前跟發哥拍電視、電影，無論
什麼事，他在現場都會令大家好平靜、安

心，記得當年拍《蘇乞兒》，有場戲他踢
棺材踢親腳也不出聲繼續拍，在電視台合
作過，工作的態度和氣氛也是他教我
的！」

曾美慧孜即場哼出《忘情水》
曾美慧孜於偶像劉德華手中接過最佳女

演員獎後，多謝大會給她這座人生第一個
電影獎項，她亦答謝導演陳果成就了她戲
中「小妹」的角色，此外也多謝母親一直
的支持，自己會繼續努力。曾美慧孜表示
劉德華是她從小第一個偶像，他的歌很有
鼓勵性，也即場唸出華仔的《忘情水》兩
句歌詞：「曾經少年愛追夢，一心只想往
前飛。」頒獎後接受訪問，曾美慧孜笑言
由華仔頒獎給她十分開心，一直對他的歌
曲也很熟悉，因同班同學全部都唱他的
歌，所以在貴賓室見到華仔也好緊張，而
她本身好希望留港繼續拍電影，但卻不敢
向偶像自薦，覺得不好意思，不過真的好
想能跟華仔合作演戲，因對方是德藝雙
全，是她內心最尊敬的人，至於黃秋生，
她說：「他是天才，演戲好真實、輕鬆，
他好厲害，像阿爾柏仙奴的流派！」不過
秋生也讚她演戲時眼神有戲有靈魂和有想
法，看好她可以拿金像獎，曾美慧孜謙稱
多得導演的教導，也多謝秋生的讚賞。

向陳小娟自薦

■蘇永康坦言阿姐並非如傳聞般
拘謹。

■懷孕七個月的張美妮冒雨返公
司參與生日會。

■大會為胡軍送上生日蛋糕，預祝51歲生日。

■梁詠琪（中）與香港娃娃藝術家Ning Lau （左）
聯乘推出限量版娃娃。

■劉德華即場向《淪落
人》最佳編劇陳小娟
（右）呼籲下次可
以找他拍戲。

劉國榷 攝

■曾美慧孜（右）於
偶像華仔手中接過獎
項十分開心。

■眾獲獎者同
華仔來個大合
照。
劉國榷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