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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秋生和甄詠蓓開班，獲啟蒙
老師毛俊輝和鍾景輝到場支持。

■毛俊輝(中)傳授演技秘笈予兩位舊生。

■梁洛施揚言會報名做學生。
■霆鋒拍
片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黃秋
生和甄詠蓓（Olivia）合作組成「神戲
劇場」，並會開班親自教授表演技巧，
昨日兩人出席神戲劇場成立暨「一點出
發」戲劇深造大師班招生的記者會，更
邀得二人的啟蒙老師毛俊輝和鍾景輝
（King Sir）到場支持，更賜予二人演技
最高的秘笈「天下第一劍」及「萬佛朝

黃 祝賀片段以示支持，包括有謝霆鋒、周杰倫、王
甄二人合組劇團並開班教學，圈中多位藝人送上

菀之、何超儀、莊思敏，徐子珊、張敬軒、林嘉欣，還
有移居外地的梁洛施，梁洛施說：「恭喜秋生契爺終於
達成心願，我相信很多人將會因此而得益、你同時為香
港演藝界出了一分力，希望香港將會有更多演技跟你一
樣好的演員，秋生契爺、Olivia，你們將來開班一定要預
我這位學生！」至於周杰倫就搞笑地叫秋生教埋唱歌，
林嘉欣亦嚷 要來上堂。

宗」。多位藝人拍片支持，當中三子之
母的梁洛施更講明要做二人的學生，學
習演技，似想為復出鋪路。

秋生曾被毛俊輝鬧喊
在活動上，秋生和Olivia先進行宣誓儀式，其間又爆出
外表硬朗的秋生，竟然試過被毛俊輝和鍾景輝兩位導師
搞喊。毛俊輝坦言對學生很惡，又是衝動派，雖然未打

過秋生，卻有鬧他，秋生謂：「佢鬧到我喊，那時好懶
會走堂，有次上堂對方走過來對我講你今日 度，唔係
去做電視，我就無端端喊出來。」毛俊輝說到為秋生而
驕傲時，秋生竟害羞起來。秋生又指有次聽到King Sir說
把《大鼻子情聖》改成中國式去做，他不期然便爆喊起
來。秋生萌起教人念頭，他覺得香港有很多非常好的演
員，惜他們退休後沒有把演技保留下來，自己便想有能
力是否應該教人。

徐子珊 林嘉欣或報名
說到梁洛施想來做學生，秋生笑言：「佢話下次，都
唔知幾時，聽佢講啦，我知她自有安排，稍後會有公
佈，（她復出拍戲？）我點知咁多，（搵你教路？）佢
咁大個人，唔使我教，（叫佢來上堂？）睇下佢點，佢

咁遠。」他們所收的學生，希望都是略有演戲經驗，
首選是專業人土，每班收18人，共分2個課程，每個課程
每人2萬元學費，秋生表示會親自教授，而且只是2個星
期，時間上可以配合，問會否像毛Sir般鬧學生？秋生笑
說：「我都50幾歲，收了火，無你咁好氣，他們（學生）
走堂都無所謂，最緊要畀了錢，不過畢業證書會看出席
率的。」
9月2日開班正是秋生的生日，暫時想來上堂的藝人有
莊思敏、徐子珊、林嘉欣，因要籌備開舞台劇，故此不
會加班，預計明年先再開班。他們要 手籌備劇團製作
在明年5月上映舞台劇《馬》，之前「哈利仔」丹尼爾在
同一舞台劇要全裸上陣，秋生透露：「後生就話裸 ，
我會做醫生角色，男主角是張敬軒，等佢裸露，不過要
視乎多少女觀眾，又唔係脫衣舞，都要考慮一下。」

初做導演半夜似夢遊

任達華擬找愛妻演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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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周杰倫、李心艾及劉耕宏在深圳
宣傳新片。

■邵美琪與童
■邵美琪與童
愛玲近距離與
愛玲近距離與
市民接觸。
市民接觸。

■任達華自爆拍鬼片
■任達華自爆拍鬼片
時經常心神恍惚。
時經常心神恍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任 欣賞給予評價，不過他對票房則沒
達華與陳果執導的鬼片《迷離夜》 想太多，能收800萬已心滿意足。
前晚在旺角鬧市舉行首映禮，戲中 華哥最近又看過兩本李碧華的小
演員邵美琪（Maggie）、盧海鵬、邵 說，正研究會否再拍續集，他最想
音音、王梓軒及童愛玲等出席外， 拍有關警察的鬼怪電影，因他熟悉
華哥更獲太太琦琦及好友惠英紅撐 警界，也可以叫太太及其一班模界
場，琦琦更幫手派發附有即場首映 朋友客串演出，讓老婆做一隻最靚
禮的利是，現場圍觀市民一擁而 的豔鬼，但他不會讓女兒演出，要
上，場面混亂。初做導演的華哥半 是將來她有興趣入行就自己當導演
夜似夢遊，但仍打算再拍續集，屆 去拍。
邵美琪跟華哥多年合作，並大讚
時欲邀太太及其一班模界朋友出
華哥初執導演筒也很不錯，認為他
演。
獲太太琦琦撐場又幫手宣傳，華 很有個人風格，也很欣賞其拍攝手
哥笑指拍攝期間嚇足太太一整個 法。談到與男友施祖男經常甜蜜拍
月，因拍攝時經常心神恍惚，半夜 拖，她指男友也有「靜靜雞」來捧
會走出花園似給上身一樣，太太就 場，問是否好事近？她帶笑說：
以為他在夢遊，現給她看其處女 「今日未，明日都未，因為明日要
作。另他也邀得羅啟銳及張婉婷來 開工！」男友已經求婚？她笑指不

知怎樣回答，即使求了婚也不告訴
大家，且還一起在努力工作。在等
他儲老婆本？Maggie笑說：「好
呀！」

邵音音似在鵝頸橋打小人
她表示與馬浚偉正合作演TVB劇
集《守業者》，馬仔演出時多次受
傷，Maggie指拍戲受傷總少不免，
記得跟華哥拍《黑社會》被他用真
石頭扑，華哥已就 她仍「硬食」
了多下，回家後發覺頭蓋瘀腫了，
最後要入急症室治理。
鵬哥到場時仍在抽煙，被傳媒拍
下照片也不介意，他笑指戲中要找
邵音音幫他打小人，過去他從未這
樣做，但感覺邵音音的確像在鵝頸
橋底替人打小人的人。

龍小菌稱拍拖口味隨時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龍小菌昨日出席青協
《文憑試考生壓力調查發布會「有機。打氣」活動》，
與一班公開試考生一齊炮製曲奇。龍小菌以過來人身
份分享感受，覺得考試成績已成定局，應調整心態考
慮繼續升學還是求職。龍小菌回想當年放榜前十分緊
張，幸成績比預期好，放下心頭大石。自她脫下面罩
示人大獲好評，她笑言有讚也有人彈，但她會堅持做
好事業，補習和唱歌兩邊兼顧。提到有網民表示要追
求龍小菌，她笑道：「現在沒人追，示愛就有，有人
話想追我，不過我話自己跑得好快。」一直盛傳龍小
菌與經理人拍拖，又被拍到拖手照，她澄清道：「我
經常叫他不要拖像我的女仔手，那個真的不是我，我
澄清現在是單身。」與經理人有沒有發展可能？她
說：「大家是親密戰友，但口味隨時會變，現在就不
■龍小菌強調現在是
合口味，而且以前常戴面罩也沒機會去認識人。」
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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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瀛戈
深圳報道）繼《不能說的秘密》
後，周杰倫帶 自導自演的第二
部作品《天台愛情》昨日來深圳
造勢。雖然不是導演出身，但是
周董對於自己的影片相當有自
信，覺得票房過億是毫無懸念的
事情，並表示自己的目標是獲得
「最佳導演」和「最佳電影」
獎。
《天台》是周董6年磨一劍的
作品，歡樂爆笑中又復古溫情。
周董也多次謙虛表示自己在電影
領域還處於學習階段，6年間都
沒有停止磨練。「其實我已經拍
了幾十齣MV了，像做白老鼠在
試驗一樣，也等於是拍了幾十齣
微電影了，我覺得這是自己在做
功課，要把最好的呈現在電影
裡。」之前承諾會在35歲完成結
婚生子大事，如今周董已經35
歲，但是仍沒有兌現承諾。周董
表示：「我是很想要孩子啊，但
是工作太忙沒有時間實現。」

關楚耀無奈胸肌太搶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 壓力怕練不好。問到會請哪
釗）關楚耀（Kelvin）昨日 位表演嘉賓？Kelvin稱暫未
接受商台訪問，宣傳他9月舉 落實，但他想邀請草蜢來。
行的音樂會，預告屆時會大 會否請校長譚詠麟？他說：
騷肌肉。不過他日前入場欣 「我第一個留他的檔期，但未
賞 陳 奕 迅 演 唱 會 向 對 方 偷 知他會否上台，還是請他來
師，笑言對方破格不為演唱 睇騷。」Kelvin又笑言近日
會減肥，反而去增肥。他笑 見到譚校長，對方都會摸他
說：「我見到他的肥肉好澎 的胸部檢查。問他不怕對方
上台後會亂講說話時，他笑
湃，肥膏在震。」
Kelvin日前與官恩娜出席活 道：「不怕，我當自己有金
動時被對方摸胸，他笑言都 鐘罩，希望大家將焦點放在
很興奮，但就控制得宜沒有 歌曲上，現在焦點都在我的
生理反應。他打算在演唱會 胸肌上，今次是開音樂會， ■關楚耀睇Eason騷偷
上騷肌肉，現在開始覺得有 不是一場足球比賽。」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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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喜 風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有線奇
見
見 妙娛樂台推出全新寵物節目《繼續寵
﹁
﹁ 愛》，由廖碧兒夥拍譚凱琪及鄺家銘擔
尖
尖 任主持。廖碧兒及譚凱琪日前拜訪了
東
東 近年在網絡上爆紅的明星貓「尖東忌
廉哥」，兩位靚女主持都無法抵擋星貓
忌
忌 魅力，頓時變成小粉絲，不停與忌廉
廉
廉 哥拍照和玩耍。碧兒說：「一早聽過
忌廉哥個『大名』，今日終於見到佢真
哥
哥 身，忌廉哥真係好有星貓風範，識得
望鏡頭同擺好甫士影相，仲專業過我
﹂
﹂ 藝人！」
Crystal@HotCha出書 與Regen打對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慶全）
HotCha成員Crystal
昨日到新城電台宣
傳將推出的新書及
新歌，今次第三度
出書，仍是長篇小
說名叫《聽瘋說的
女孩》，主題講一
個懂讀心術的女孩
很想幫人，但無奈
發覺人總是不接受
現實。提到她為何
不改變風格出寫真
鬥一番？Crystal笑 ■Crystal將推出長篇小
說：「無得鬥，看 說。
我的也會喜歡閱讀文字，其實HotCha年代一
早也穿過三點式泳衣，但大家都忘記了！」
談到HotCha的Regen也推出旅遊書，Crystal
坦言對方的書應比自己的小說吸引，且大家
也會想知她過去一年在澳洲的生活。問會否
一起宣傳？她則表示彼此屬不同書商，且對
方近來好忙，大家也只靠短訊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