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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間又到畢業季節了，由於受到新冠疫情影響，
很多學校紛紛取消或分流畢業典禮，而直播畢業

風亦十分盛行，央視攜手微博舉辦的《未來你好 2020
畢業歌雲演唱會》串聯了77所院校，請到王力宏、林

俊傑、成龍、劉德
華及容祖兒等上百
位藝人共襄盛舉，
一起為國家未來的
棟樑們獻唱祝福。
王力宏以結他彈

唱《我們的歌》，
他唱道：「如果世
界太危險，只有音
樂最安全，帶着我
進夢裏面，讓歌詞
都實現。」歌詞十
分應景，吻合當今
的疫情局勢。王力
宏又勉勵畢業生

們：「畢業才是學習的開始！現今社群媒體很多，面對
負評、指指點點，每個人都要比以前更勇敢一些，要對
自己有信心、有目標，勇敢地往前走！」
由於王力宏邊走邊唱，並採用一鏡到底拍攝手法，無
意間引導大家走過海報牆通道，海報計有奧斯卡大導李
安的電影《色，戒》、《中國好聲音》、電影《戀愛通
告》、《火力全開》演唱會、《蓋世英雄》演唱會、電
影《無問西東》，還有數不清的專輯海報等。
王力宏身後的海報牆和滿櫃的獎盃引起討論，就連周

杰倫都在社交平台詢問：「帥哥，後面的水晶球是獎
座？還是風水的？」他則笑回：「你的『風水』應該比
我還多。」
本身正是學霸的王力宏，擁有兩個博士頭銜，而在樂

壇亦是王者，拿下4座金曲獎、兩個奧運火炬、4座
HitFm最佳男歌手獎等。

林俊傑鼓勵學子堅持夢想
另外，林俊傑（JJ）則為畢業生們送上歌曲《那些你

很冒險的夢》，他特別期許「不論明天的夢想是
什麼，這首歌都能陪伴所有畢業生勇敢
追尋」。
JJ又感性地表示，

由於今年遭

遇新冠疫情、各地狀況不同，在這個與以往不同的畢業
季節，祝福所有即將步入社會的學子都可以實現自己追
求與堅持的夢想，他表示：「雖然很多學生沒有實體的
畢業典禮，但希望大家還是要用自己的方式，為自己的
老師們送上感謝的祝福，沒有身穿學士服、和同學們一
起拍合照也沒關係，或許可以用特別的儀式紀念。」
2014年參加《中國好聲音》出道的周深獻唱《親愛的
旅人啊》，送給畢業生們，祝福他們開啟新的旅程。
容祖兒則為畢業生帶來《揮着翅膀的女孩》，並和畢

業生們雲合唱，讓這首歌更加充滿了青春力量。希望所
有的畢業生們都能朝更遠的目標揚帆起航，擁有屬於自
己的一片天。黎明即將推出新歌《顧家》MV，並以人
父身份為畢業生送上祝福。溫拿五虎亦為畢
業生齊聚，一連唱了兩首歌《幾多
都經過》、《這裏還有
我》送給畢業的
同學。

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 文芬）周

杰倫（周董／Jay）近日推出
新歌《Mojito》，獲得好評，
而IG粉絲數近日已突破600
萬人，成為台灣男藝人IG
粉絲數最高。至於女藝人
粉絲數最高者，仍是坐
擁406萬粉絲的蔡依林
（Jolin），「雙Ｊ」
穩坐最受歡迎天王天

后寶座。
周董昨夜深不睡覺，分享

了自拍一張，附文是一段英
文，稱要走出舒適區，IG粉
絲達到600萬了，而自己還是
原來那個自己！然後是一段
中文，周董說要來點不一樣
的，開放聊天，呼籲大家留
言，自己會回應。
當然，這次留言太多，周
杰倫並沒有全部回應，也只
是回覆了其中一些。當中有
一條成功地引起了大家的注
意。有網友催周杰倫早點睡

覺，提醒他熬夜容易長胖，
周杰倫回覆道：「難怪怎麼
瘦不下來！」當然，有粉絲
留言指覺得周杰倫不胖。確
實，周杰倫最近上載的照片
看起來，不胖不瘦剛剛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
穎）由李居明製作的粵劇紀錄片
《粵劇靈》昨日在新光戲院大劇
院舉行開鏡儀式，一身戲服現身
的羅家英先打響鑼鼓演出一場
「六國大封相」折子戲，其太座
及八和會館主席身份的汪明荃
（阿姐）有到場支持，其他出席
大佬官龍貫天、謝雪心、譚倩紅
等。
家英哥透露：「打從去年9月
至今便沒演出過，餓了戲癮好
耐，再踏台板心情緊張，不懂化
妝，化到大細眼，幸而驟眼看不
會太覺。」
家英哥表示： 「這場演出只

作錄影不設售票，純粹招待傳媒
和嘉賓欣賞。」至於他為幫助同
業有工開而組成的「兄弟班」會
於下月4、5日在新光戲院演出
二場劇目，家英哥很多謝李居明
大師免場租，在限聚令下所有門

票已賣清。而阿姐昨日專誠前來支持，她又大讚
新光戲院「無得彈」，位置很方便老人家出入，
剛才在後台時感受到台前幕後的興奮心情，下月
不用開工的話，必定到來捧場為家英哥打氣。
李居明所監製和製作的紀錄片《通靈師》剛於
洛杉磯國際電影節取得「最佳紀錄片」大獎，因
而引發他開拍粵劇紀錄片，將粵劇文化和靈界文
化融合，該片將會參與五個影展，他透露：「會
由龍貫天為《粵劇靈》擔任總顧問，因疫情下令
大佬倌有時間演出，大家會收利是作酬勞。」
目前疫情放緩，李居明大師測算8月8日後香
港、內地、澳門及東南亞已沒瘟疫壓力，而美
國、歐洲到10月便平復，這個瘟疫會在10月中
突然消失，就算有第二波都很弱，到9月份會研
製出新藥，問題不大，而9月中要為粵劇開鑼的
阿姐，聽到大師說8月初便沒疫情，笑言是「最
好」的消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達
里）多位亞姐包括梁雪瑤、羅
思雅、范莎莎等昨日出席
《2020亞洲小姐競選啟動禮》
記者會，公布有關今年亞姐選
美詳情，並首設網絡賽區讓佳
麗們參賽，勝出者將聯同香
港、大中華區等佳麗，於年底
一同競逐后冠寶座。
梁雪瑤與羅思雅都表示身邊
不少朋友都有問她們參選亞姐
的意見，梁雪瑤說：「有些是
剛畢業或做模特兒的朋友，有
問過我意見和心得，我都有極
力推薦她們參加，覺得亞姐需
要很多新人加入。」羅思雅也
希望有更多女仔參加，認為亞
姐是少數大型選美活動之一，
問到有何貼士給準備參加的女
仔，她說：「不要講什麼心
得，只要有勇氣參加就可以，
最重要是放鬆不要緊張，因為
過程中會學到很多新事物。」
梁雪瑤也認同要勇氣，其他方
面就要注意打扮、衣着、化妝
和談吐。
提到今年增設網絡賽區，兩
位亞姐都認為在疫情籠罩下，
很難集齊眾多佳麗比賽，而且

現今科技發達，網絡賽區也是
一個好平台，最重要能展現佳
麗最靚的一面。笑問會否擔心
有「照騙」的情況出現，梁雪
瑤笑言一定會有偏差情況，反
提議大會可增設素顏面試，杜
絕「照騙」的情況出現。羅思
雅就稱由於疫情關係，舉行網
絡賽區已是一個好方法，見不
到佳麗真身情況下，相信口才
和談吐舉止是佳麗要注意的地
方。
亞視執行董事陳偉傑透露會

先進行網絡賽區、香港賽區和
大中華賽區比賽，暫定15至18
位佳麗晉身年底總決賽。雖然
疫情仍困擾一段時間，如果佳

麗未能到決
賽地點參賽，
到時會再有特
殊安排，但希望
不會延期到 2021
年。對於早前亞姐
鬧雙胞胎事件，亞
視也發聲明表示從沒
有授權給第三方製
作，陳偉傑稱雖然聲明
已發出，但對方沒有停辦
之意，所以稍後會再作出
法律行動。至於有傳金牌監
製戚其義幫亞視開劇，陳偉
傑表示林文龍副總裁正與對方
商討中，暫時仍在傾埋班事
宜，一切尚未落實。

香港文匯報訊 因新冠疫情影響，粵劇界全面停工5個月，「金靈
宵」粵劇團於2020年6月20日假沙田大會堂演奏廳公演新劇《畫
皮》，屬於最早復演的粵劇班之一，並吸引得大批觀眾入場，連
鮮見在粵劇場出現之藝術發展局戲曲組副主席霍啟剛，也偕妻子
郭晶晶到場觀劇，霍氏伉儷除中場休息時到後台恭賀高潤鴻、
謝曉瑩夫婦，謝幕時更步上舞台，與高志森及高媽媽合照，大
家齊齊恭賀「金靈宵」首演《畫皮》成功，首演夜到場者還
有八和主席汪明荃、粵劇名伶南鳳、高麗等。
霍啟剛剛出任藝術發展局戲曲組別副主席一職，《畫
皮》申請得藝術發展局資助。謝曉瑩說︰「霍啟剛非常
關心戲曲，《畫皮》是他上任後首個申請項目演出，
加上此劇有多位他熟稔的朋友，他看了我們的宣傳，
覺得很有新意，也為了支持戲劇，所以偕同太太郭
晶晶到來觀劇。」
霍啟剛夫婦看完劇後非常興奮，覺得《畫皮》
劇情緊湊，演員造型又有新意，給予《畫皮》很
正面評價。
對於得到多位重量級嘉賓蒞場支持，謝曉瑩
非常開心。「多謝各位支持。高志森媽媽一
向喜歡看我團演出，今次高志森陪同母親一
同看戲，他稱讚劇本很完整，很新穎，能
與時代銜接。我在劇中先飾狐妖，後飾賢
淑夫人，角色性格分明；龍貫天先飾書
生，後飾狂僧，形象分別也很大，很突
出，高志森觀劇後大為讚賞，令我感
到很鼓舞。」

霍啟剛夫婦齊撐粵劇文化

周杰倫深夜慶祝粉絲達六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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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芬）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

近半年，不少學校近期陸續

取消畢業典禮，或改為直播

方式舉行。為祝福畢業生，

「未來你好 2020畢業歌 雲

演唱會」日前線上開唱，包

括王力宏、林俊傑、成龍、劉

德華、黎明、周華健、容祖

兒、溫拿五虎等歌手共襄盛

舉，藉歌聲撫慰來不及當面

道聲再見、拍張合照的畢業

生們，彌補他們內心的遺

憾。「學霸」王力宏獻唱之

餘，亦意外地讓滿櫃的獎盃

曝光，引起熱話。

■■林俊傑為畢業生們林俊傑為畢業生們
送上送上《《那些你很冒險那些你很冒險
的夢的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周杰倫成為IG粉絲數最高
的台灣男藝人。

■梁雪瑤
（右）與羅
思雅都認為
報名參選，只
要有勇氣參加
就可以。

■陳偉傑（中）透露林文龍有接觸金牌監製戚其義，商討幫亞視開劇。

■溫拿五虎亦有參與為畢業生打
氣。

■ 霍 啟 剛 夫
婦，高志森母
子恭賀龍貫
天、謝曉瑩
首演《畫
皮 》 成
功。

■■羅家英已有大羅家英已有大
半年沒上台演半年沒上台演
出出，，阿姐專誠來阿姐專誠來
撐場打氣撐場打氣。。

■李居明製作的粵劇紀錄片昨日在新光戲院大劇
院舉行開鏡儀式。

■■王力宏背後滿是獎王力宏背後滿是獎
盃盃，，周杰倫也忍不住周杰倫也忍不住
打趣問是否風水布打趣問是否風水布
局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容祖兒為畢業生容祖兒為畢業生
帶來帶來《《揮着翅膀的揮着翅膀的
女孩女孩》。》。

群星線上高歌祝福畢業生

群星線上高歌祝福畢業生

王力宏滿櫃
獎盃

滿櫃
獎盃
意外曝光

■■周深祝福畢業生們開啟新的旅程周深祝福畢業生們開啟新的旅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