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德華心痛難受 謝霆鋒懷念恩師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達里）同是港姐出身的張寶兒和張寶
欣兩姊妹，入行後鮮有同台合作機會，自妹妹寶欣離開TVB後，二
人更少有一齊亮相。不過，兩姊妹私下感情甚好，趁疫情期間整理她們
一起拍攝的短片，分享她們早前合作弄製的400次咖啡。
寶兒表示影片早於5個月前已拍好，但因為剪接及後期做得不夠完美，一直

遲遲未有推出，直至弟弟看不過眼出手相助，觀眾才有機會欣賞到她們的作
品。影片由兩姊妹買材料開始，她們甫開始已買不到最重要的打蛋器，甚為搞
笑，最終皇天不負有心人，兩姊妹都買齊材料，雖然製作過程有點雞手鴨腳，但
亂中有序都能成功，更加
上雪糕在咖啡上，兩姊妹
即場試味都吃到停不下
來。

張寶兒姊妹
沖400次咖啡

■張寶兒（左）與
妹妹張寶欣製作
咖啡過程有點
雞手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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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芬）台灣著名歌
手、演員劉若英日前在演出中唱到《夏夜晚
風》時哽咽透露父親已經於早前離世：「我父
親是個船長，我喜歡跟他撒嬌，他也喜歡我跟
他撒嬌，我想每個人心裏都有一個人，可以在
他面前肆無忌憚，今天外面下了大雨，我希望

他能夠聽到。」
劉若英工作室隨後也發布相關聲明，稱劉

若英父親劉緯文已於8月17日上午於台北逝
世，享年92歲，家人、子女、孫輩隨侍在
旁。據悉，劉若英父親雖是軍旅出身，其家人
形容他一生浪漫、紳士。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黎瑞恩
（小恩子）早前因近眼部及眉心「生
蛇」，被纏擾近一個月後，已痊癒得七七
八八，前晚終告「出關」在社交平台開
Live唱歌，更獲神秘嘉賓馬浚偉（馬仔）
到場支持，其後再有何婉盈加入，被粉絲
封為「恩偉盈」合唱團，唱足近二個多小

時，吸引逾四千網友收看直播。
化了淡妝的小恩子雖眉額間仍留有微微

紅印，但看來精神不錯，陽光笑容充滿正
能量。小恩子先向粉絲報平安，她笑着
說：「好開心，又出番嚟，大家知我最近
『生蛇』，多謝粉絲朋友的慰問，已經好
得七七八八。」

小恩子和馬浚偉原
本9月公演舞台劇《男人40
CEO》，礙於疫情影響要延
至明年6月，小恩子在直播時也
有多謝馬仔鼓勵她開Live，當晚
對方更以神秘嘉賓身份出現。
兩人唱出多首合唱歌，現場突然漆
黑一片，馬仔便捧出生日蛋糕說是慶祝小
恩子康復，還叮囑她要多休息、戒口和不
要太夜瞓，小恩子則說蛋糕是為8月生日
的歌迷慶祝，有歌迷提她校長譚詠麟
明（昨）生日，她和馬仔齊齊祝校長
生日快樂，並唱出對方的合唱歌
《暫別》祝賀！
其後何婉盈現身，三人合唱《三
人行》等歌曲，最後，小恩子
提議以一曲《無敵是愛》
作結。

劉若英父親92歲辭世

黎瑞恩開Live 唱歌
馬浚偉何婉盈撐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蔡少芬（Ada）和老公張晉在內地真人騷《妻
子的浪漫旅行》終告「合體」，張晉會隨妻子團到雲南大理，在入住度假屋之前，
兩夫妻須接受「深情對望三分鐘」的大考驗。
Ada甜蜜表示經常趁老公睡着後，偷偷在床邊看着他，感覺莫名幸福：「我們四目交

投，話也不說靜靜地看着對方，很多回憶會走出來。」
節目中，妻子們大玩變裝遊戲，Ada戴上金色假髮及塗上烈焰
紅唇，化身成瑪麗蓮夢露，出場時不停嘟嘴飛吻，婀娜地扭動
身體「色誘」張晉。怎料張晉毫不領情地表示：「不好看！
你的口紅都沾到牙齒上了！」最後Ada更索性強吻老公，
當眾嘴對嘴錫錫，場面爆笑！
眾人在上船時戲癮大發，重演《鐵達尼號》的經

典一幕，張晉飾演Jack在船頭從後抱着飾
演Rose的Ada，張晉更自行改編劇
情，在甲板上跳起扮鬼臉，一
秒破壞了原版的浪漫氣
氛！

蔡少芬化身夢露
當衆強吻張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凡文）陳木勝中學畢業後加入了
麗的電視當助理編導，於1982年轉投無綫，當上杜琪峯的
助理編導，他的電視作品有《雪山飛狐》、《倚天屠龍記》、
《勝者為王》、《精武門》等。1990年，陳木勝執導首部電影
《天若有情》。1997年後，他全身投入電影圈，擅長執導警匪
片，作品包括《新警察故事》、《寶貝計劃》、《危城》、
《掃毒》、《雙雄》等。他更憑電影《衝鋒隊怒火街頭》、
《雙雄》、《新警察故事》、《保持通
話》及《掃毒》，五度入圍香港電影金
像獎最佳導演獎。
蔡卓妍跟陳木勝合作拍攝兩片，她貼
文憶述當年與對方的合作點滴，感激當
年給予演出機會：「還記得拍《新警察
故事》其中一幕在拘留室的戲，導演竟
然讓我自由發揮，演我想演的、講我想
講的……而那是我們第一次的合作，我
還是一個新人……
「第二次合作是拍《寶貝計劃》。有

一場要我在人來人往的街道上拍的哭戲，
拍攝需要爭分奪秒，但導演怕我有壓力，
巧妙地分了一個攝影師給我，一直拍到
我情緒出來……而那場戲的搭檔是前輩
古天樂……陳木勝導演是一個才華洋溢
的導演，他擁有非常高尚的品格，脾氣
超級好，對所有人說話亦非常客氣，而
且他樂於起用新人。非常感謝導演當年
給予我的演出機會！榮幸參與過你的電
影！陳木勝導演一路好走！」

陳木勝因鼻咽癌離世。據悉，他在執
導由甄子丹和謝霆鋒主演的《怒

火》期間已感身體不適，之後做身體檢查
驗出鼻咽癌晚期，電影後期工作都交由其
他人接手。過去數月，陳木勝一直接受醫
院治療，可惜癌細胞擴散太快，最終不敵
癌魔撒手人寰。《怒火》已於去年底拍
畢，成為他生前最後一部作品，令人更遺
憾的是他未能見到電影上映便病逝。
甄子丹昨日驚聞噩耗後回應說：「不知
怎樣形容這沉重和悲傷的心情……，永別
了朋友，一路走好！」謝霆鋒從《特警新
人類》開始便與陳木勝合
作，再到後來的《新警察故
事》、《新少林寺》、《男
兒本色》，以及《怒火》，
他直言視陳木勝為其恩師，
霆鋒表示：「不管是演戲還
是做人，（他）都深深影響
着我。永遠懷念你 Benny
（陳木勝）導演」。
對於陳木勝離世的消息，

導演杜琪峯表示：「知道他
患病了一段時間，所以是有
心理準備，對他的離世非常
難過！認識他這樣多年，他
是一位極品好導演！希望他的家人不要太
傷心！」

古天樂聞噩耗情緒低落
譚耀文也於去年參演《怒火》，他指陳
木勝一直是他仰慕期待合作的香港電
影導演，終於等到去年榮幸接受到
陳導演的邀請拍攝《怒火》，
他在微博中表示：「回憶第
一次見面時自己像影迷
一樣的心情，因為終
於有機會見識到傳
說中人好戲又
好的一位才

華洋溢的導演，且終於可以合
作，依然記得那天無比開心的激
動心情，沒想到再見已是離別，
陳木勝導演，真的很感謝你為香
港電影帶來那麼多優秀作品和為
影迷帶來無盡美好回憶，我也十
分感激有今次合作的機會和永遠
不會忘記你和藹親切的大將之
風，向你學習不少，永遠懷念那
些日子，願你安息」。
劉德華在30年前已跟陳木勝合

作，拍攝陳導演處女作品《天若有情》，他
回應說：「很難接受，很
心痛，但人生無常！」
郭富城亦在回應中表

示：「知道Benny導演離
世的消息，很愕然，很難
過，一時間亦未能接受！
佢肯定係我的電影生涯之
中，一位很重要的導演，
由《天若有情II》到《三
岔口》，佢都畀我很多演
出上的導航。佢除咗係一
位好導演，亦係一位心靈
導師、良友，人品好好！
佢嘅離去，肯定係電影界

一大損失，我會永遠懷念佢！希望佢嘅家
人節哀！」
古天樂跟陳木勝多次合作，二人合拍過

《寶貝計劃》、《保持通話》、《掃
毒》、《五個小孩的校長》、《危城》和
《喵星人》，古天樂聞訊後以4字悲痛回
覆：「心情低落」。

馮德倫讚陳導道德高尚
馮德倫在《特警新人類》跟陳木勝合
作，他更上載兩張跟陳木勝的舊照哀悼，
他留言說：「聽到陳木勝導演去世的消息
感到好震驚。他不僅是支持香港電影的強
大力量，更是仁慈、道德高尚的紳士。我

們會想念你！安息！」
楊千嬅曾主演由陳木勝監製的《五個小

孩的校長》，她亦表示：「很突然很難
過，到現在還不能接受。他是一個很好的
導演，大愛無私，正義感和十分有愛心的
好人。感謝曾經在拍攝過程的教導，感謝
他給我們那麼好的作品，永遠懷念！」
陳木勝於1987年得杜琪峯的引見出任

執行導演，為黃百鳴執導了《呷醋大丈
夫》，黃百鳴表示：「好驚訝！佢第一
部戲就係同我聯合執導《呷醋大丈
夫》，後來我同杜琪峯合作搞百嘉峰影
業，木勝就拍咗部好出色的電影《天若
有情》，我一直都唔知佢有病，佢係一
位非常好嘅導演，係新藝城最後一期入
嚟嘅導演，今日聽到呢個消息，真係好
難過。」
在亞視年代合作的呂頌賢在微博留言

說：「太突然了！當年拍《勝者為王》時
的兩大導演，鄧衍成導演和陳木勝導演相
繼離開了我們，感謝你們成就了台前幕後
很多的人才！剛入行就能和你們合作，也
得到你們的教導，謝謝！一路走好！」
此外，舒淇、余文樂、范冰冰、文詠
珊、何佩瑜、陳家樂及姜皓文等皆在社交
網留言悼念。
陳木勝遺作《怒火》的製作公司英皇電

影亦發文悼念，稱讚陳木勝刻苦勤奮、才
情橫溢，並向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香港導演陳木勝昨早因鼻咽癌離

世，終年58歲，留下妻子和3名子女。陳木勝拍下不少膾炙人口

的作品，尤擅拍警匪動作電影。而由他執導、甄子丹和謝霆鋒主演

的《怒火》成為其遺作。一眾圈中人驚聞噩耗後，心情悲痛不捨，

陳木勝執導的首部電影是劉德華、吳倩蓮主演的《天若有情》，該

片更造就「華Dee」成為劉德華的經典角色之一，劉德華對於陳導

離世的消息坦言很難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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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少芬戴上金色
假髮及塗上烈焰
紅唇，化身性

感女神。

■ 蔡少芬強吻
老公。

■■ 黎瑞恩黎瑞恩、、馬浚偉及何婉盈被馬浚偉及何婉盈被
粉絲封為粉絲封為「「恩偉盈恩偉盈」」合唱團合唱團。。

■■ 小恩子化了淡小恩子化了淡
妝妝，，眉心位仍留眉心位仍留
有微微紅印有微微紅印。。

■■劉若英父女感情要好劉若英父女感情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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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Sa非常感謝陳導演當年
給予她演出機會！ 網上圖片

■ 《掃毒》是一部於2013年
上映的香港警匪動作片。

■劉德華與吳倩蓮主演的電影《天若有情》。

■ 馮德倫（右）、謝霆鋒（中）均對陳木勝
（左）離世感到十分難過。

■第28屆香港電影
金像獎頒獎典禮
上，陳木勝代邱志
偉領取最佳剪輯
獎。 資料圖片

■■ 杜琪峰杜琪峰（（左左））可以可以
說是陳木勝恩師說是陳木勝恩師。。

鼻咽癌離世陳木勝導演陳木勝導演
遺作遺作《《怒火怒火》》待上映待上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