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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度加入風
暴系列的林峯及娜
姐對票房成績理想
大感高興。

■內地投資方耳東影業陳碩
罡、總裁楊凡、副總裁唐文
康等亦專程來港出席慶功，
同一班演員分享喜悅。

■古天樂希望每部
片收得，最重要是
做好香港電影個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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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Encore 時全場 2.5 萬觀
眾開着手機的點點燈光，照
眾開着手機的點點燈光，
耀整個場館變成萬千星海。
耀整個場館變成萬千星海
。

古天樂、林峯、周秀娜
等演出的電影《P 風暴》上映十

兼監製黃百鳴特地舉行慶功午宴，古仔受訪期間透露拍戲沒要求分紅，也沒

此需要，只求做好香港電影市場。林峯首演反派，觀眾反應很好，他表示安樂少少。

風暴》票房成績大感驚
林峯對《P
喜，因已有一段時間沒有拍戲，更
獲古仔開拓新戲路，首演反派角色，
也是大家努力的成果，注下強心針？
林峯說：「算是安樂少少。(可以結
婚？)這個無回應。」他又指在
《尋秦記》一片非常多動作鏡
頭，就當是做運動減肥。

較錢？)不是不計較，應收便收，我沒有
戲是要求分紅，向來不搞這些，有時可
能一部收得，有幾部不理想，何必加大
他們壓力，當然希望每部都收得，最重
要是做好香港電影個市。」在旁的林峯
古仔宣佈開拍《G風暴》
揚言會跟老闆古仔做法，不用分紅。
今年內會開拍第五集的《G 風暴》，
古仔對於票房報捷，他表現開心，喜
見「風暴」系列電影一部比一部好，問 古仔表示都要先完成拍攝中的《尋秦
到有否信心衝破 10 億票房？他說：「沒 記》，之後再有兩部電影，他和林峯出
席完慶功宴後便趕
定目標，只要成績
返 內 地 繼 續 拍
好便開心。」當說
《尋》片，古仔
到是否有分紅時？
謂：「今次回去拍
古仔直言：「沒
攝便開始辛苦，因
有，唔需要啦，我
有大量動作戲份，
也不是老闆，但跟
難度高兼有相當
黃百鳴識了 20 多
危險性，
年，(不計
■對於票房大收旺場，黃百鳴特別感謝台
前幕後所有人的努力。
遭到公司雪藏，問到林峯可認識胡鴻
鈞，他謂：「認識，其實我們曾經合作
過，印象中他很 nice，很上進，唱歌好
聽，非常之好，其他便不多回應了。」

楊千嬅珠海站開騷兩度落淚

■志偉同一班好
友齊慶祝生
日。

■對於觀眾的
熱情打氣千嬅既
開心又感動，令她鼻
子一酸喊得雙眼通紅。
站在Encore環節換上一條價值近9萬港元的靚
裙，當她準備高歌一曲《小星星》之際，全
場觀眾便開着手機上的燈，以示為她打氣，
千嬅看見眼前一片星海，即時被感動到流下
淚來，她在台上說：「多謝你們！好靚呀，

基仔張智霖同是「飢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喬寶寶、韓子
亮、魏秋樺、曲赤、黃穎君和仙樂都等昨日於
銅鑼灣出席美容院開幕，大會為喬寶寶送上蛋
糕預祝其本月23日50歲生日，黃穎君及魏秋
樺更作狀獻吻，難怪他笑言自己仍有巿場，要
將被女圍的事跡告訴「喬嫂嫂」。說到生日願
望，喬寶寶表示願望是快點抱孫。他說：「正
日生日要開工，願望是快點抱孫，香港地六
窮、七絕、八執骨，有工一定照開，要多謝黑
妹姐經常帶挈我登台搵食。經常跟遠在蘇格蘭
的妻兒視像通
訊，只要有一星
期不用工作便會
飛 到 當 地 探
望。」到場的韓
子亮透露因耳膜
穿了導致右耳近
乎失聰，原定 5
月在九展的個唱
延遲至七八月，
希望屆時順利開
騷，以免要賠償
數 十 萬 給 贊 助 ■曲赤為喬寶寶
送上蛋糕。
送上蛋糕
。
商。

（記者 李思穎）

億元人民幣，香港票房已破 1,200 萬港元，成績斐然。昨日老闆

最近有傳胡鴻
鈞變得囂張，自
稱唱歌叻過
林峯，

喬寶寶生日願望盡快抱孫

文匯報訊

日，內地、香港兩地票房大收旺場，在內地票房共收 6

讚胡鴻鈞好上進

香港文匯報訊 楊千嬅世界巡迴演唱會，日
前在珠海舉行第二站演出時兩度落淚，在 Encore 時現場 2 萬多位觀眾開着手機的點點燈
光，照耀整個場館變成萬千星海，場面美麗
又壯觀，對於觀眾的熱情打氣千嬅既開心又
感動，令她鼻子一酸喊得雙眼通紅！雖然巡
演只是第二場，但千嬅笑言已經有捨不得感
覺，所以她開心之餘也感動得眼泛淚光！
楊千嬅日前到珠海舉行第二站巡演，今次的
場館是在戶外體育場舉行，約有25,000名觀眾
入場，由於當日珠海有雷暴警告，落着滂沱大
雨，所以令千嬅擔心不已，幸而到正式開
Show 前 10 分鐘天公作美突然停雨，千嬅表
示，她最擔心是在冒雨唱歌會有觸電危險，因
為以前她試過被咪高峰電到手，她又擔心台下
觀眾要淋濕身睇 Show，所以當她得悉停雨
後，便在後台禁不住開心大聲叫起來。
千嬅在每一站都會搞搞小意思，是次珠海

香港

我第一次自己個舞台度得到好多小星星，都
唔算太遲！」有觀眾大叫：「終於等到你到
珠海呀！」千嬅哭着說：「我咁樣好難搞
喎，有冇人可以畀張紙巾我呀（抹眼
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古
巨基 WE 世界巡迴演唱會」香港站 part
2 於前晚尾場，捧場嘉賓有唐詩詠、蘇
志威、向海嵐、傅明憲、曾樂彤、許靖
韻及姚瑩瑩等。基仔於尾場請來張智霖
任嘉賓，智霖少有穿上大紅花碌碌西裝
上台，連基仔都驚訝：「嘩，你着到咁
靚仔呀你！」智霖笑答自己一向都是黑
白灰，但為了襯基仔又配合要開心、要
繽紛，才破例揀件花碌碌。智霖又笑指
基仔原來是他前輩，比他早一年入行：
「我由細聽你歌大啦，前輩！」
兩人合唱完《現代愛情故事》，基
仔笑指印象中智霖是一個 24 小時都靚
仔的人，到近兩年跟他愈玩愈多經常見
面，開始更了解，發覺他不單止一個靚
仔那麼簡單，還是一個開心果，經常帶
給大家很多歡樂。「智霖更加是一個好
錫老婆的人，我和他有一些地方真係好
似 ，我記得有一次智霖來我家玩，我
工人姐姐拿了雪糕出來，他靜雞雞行去
拿了雪糕之後，就突然聽到阿靚好大
聲，好惡咁大叫：『張智霖！你唔好食
啦你！』智霖邊笑邊回應：「係呀，你
也一樣，古巨基其實都係一個飢民！都
係經常冇嘢食！」待基仔換衫，張智霖

■基仔請來張
智霖任嘉賓。
智霖任嘉賓
。
獨唱了《歲月如歌》才離台。
尾場關係，歌迷分外熱情，安歌環
節完結仍不肯離場不停大叫再安歌，基
仔再次出台，被罰錢都繼續唱下去，又
任歌迷點唱，最後他清唱《苦浪漫》及
《幸福方舟》，繼而全場一齊大合唱
《情歌王》，直至唱到十二點才作結。

當中會有拯救林峯戲份。」去年尾才接
受了頸椎骨手術的古仔承認都驚再觸
傷舊患，但最難不是動作場面，而
是度喜劇笑位，度到搲爆頭。」對
於今屆金像獎得主，古仔表示很
多都貼中，說到被黃秋生封為
「新一代電影大亨」，古仔
聞言哈哈兩聲，笑說：
「不回應，(好有壓力？
再拍多些戲？)我無回
應，會拍好電
影，放過我
啦！」

曾志偉
技癢上台唱歌慶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曾志偉於前日度過
66 歲生日，一眾好友安排了派對，為「獎門人」及同月生
日的衛詩、錢國偉和樂隊
Killersoap 成員陳樂基齊齊慶祝，
圈中好友包括譚詠麟、鍾鎮濤夫
婦、佘詩曼、鄭伊健、陳小春、
方力申、湯盈盈、蘇永康、周家
蔚、鍾麗淇、文頌嫻、梁靖琪、
阮兆祥及王梓軒等到賀，派對上
由一班年輕歌手輪流表演，壽星
志偉都忍不住技癢上台唱了首
《你把我灌醉》。 志偉坦言生日
周由未生日開始已慶祝，估計都
要多慶祝幾天，他笑言每日許願
就是不想太快就被灌醉。

Yanny 羨慕 Jessica
將結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日前宣佈婚訊的 Super Girls成員
Jessica 昨日首次出席公開活動，與拍檔 Yanny 替點心店宣傳，未有
戴上求婚戒指的 Jessica 笑稱仍未習慣，因她平時習慣會轉戒指，怕被
人誤會她「晒命」。
Jessica 透露 10 月底在台灣擺酒，雖然未婚夫家鄉在台灣，但也會跟從
香港傳統環節接新娘、玩新郎等。她說：「公司已經幫我度好一個月假，
更幫我找化妝、髮型，到時會總動員出席像嫁女一樣。」Jessica 大方分享
被求婚經過，原來未婚夫事前與她的經理人夾計設局，說：「平時我是個
細心的人，很容易被我識穿，但今次經理人好認真，說要去泰國工作，又要
我自己拖行李由一間酒店行去另一間，
未婚夫覺得我要由地獄上天堂的感覺才
會答應他，好變態。」Jessica 稱婚後也
會繼續工作，生小朋友就會順其自
然，問到會否影響到組合的發展，她
說：「經理人說沒影響，工作一樣會
做，除非我生 BB，未婚夫也支持我
工作。」拍檔 Yanny 羨慕 Jessica 結
婚，提到她與男友感情穩定應早
日出嫁，她說：「我剛簽了電影
公司，想再打拚一下，男友都
是我的結婚對象，有傾過將
來結婚計劃，想簡單一些
不擺酒，不過現在都
是工作為先。」

■Jessica 與拍檔 Yanny 替點心店
宣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