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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把刀與女友小內已
交往9年。 網上圖片

電影《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導
演兼作家九把刀，日前被傳媒踢爆背

着交往9年的女友小內，與台灣中視女記者
周亭羽到汽車旅館開房，對此，九把刀前
日召開記者會，他坦言：「我劈腿了」，
承認被拍到的人不是他的女友。

向女友致歉盼原諒
九把刀又稱不想透露太多細節，但知道
傷害已經造成，不想傷害更多人，細節會
好好跟女友說，請求對方的原諒，續謂：
「在愛情的世界裡，我不是一個好的人，
很差勁。現在最大的努力，就是好好跟女
朋友道歉，從前日晚上開始，就跟她說對
不起，不過到現在還沒有取得她的原
諒。」
不過，九把刀也表示很喜歡那個女孩，
但他強調：「我希望我的未來是我女友，

我希望能夠好好走下去，造成傷害，她也
很痛苦。」
至於有關開房的相關報道，九把刀表
示，他沒有細看，只從手機看到一些圖
片，但會跟女友好好的說，沒打算跟社
會大眾說。他認為，為了偷拍向社會大
眾道歉很奇怪，感情世界不是公共領
域，且他未婚，但他是一個公眾人物，
他知道必須出來講這些。他直言：「這
是我得到報應的場面，我也覺得痛苦跟
難受。」
事件曝光後，不少網民狠批九把刀花
心：「那些年的癡情模樣都是假的，還好
當時沈佳儀沒有選擇你」；有人更直言：
「真想燒書。小內耶，以前在書上跟小內
多好，多癡情，多甜蜜，她陪你這個作家
茁壯、成長，結果成名了，竟然去挑正妹
了。」

九把刀自認差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華光先師寶誕晚宴」日前
舉行，香港八和會館主席汪明荃
與理事羅家英一同出席。阿姐透
露八和仍會專注於油麻地戲院場
地伙伴計劃，重點培訓粵劇界新
血，予以新人因材施教。阿姐會
否也協助去教導新血？她表示已
有阮兆輝及尹飛燕等專業導師去
培訓新人，不過阿姐忙完演出新
劇《華麗轉身》，現在可專心照
顧八和事務。
對於港視選擇於無綫台慶日開
台對撼？阿姐表示從新聞上看
到，但覺得冇所謂，畢竟是商業
的決定，且有競爭也屬好事。問
會否也收看港視的劇集？阿姐答
謂：「有時間都會看，但現在無
綫的劇我都沒空去看！」另提及
日前政府跟學聯展開了對談，阿
姐表示不想單一發表意見，現在
是看政府可做到些甚麼，學生又
有怎樣的要求，不過最重要是符

合到現實的問題。

家英哥踢波如破冰船
家英哥談及身體狀況，他表示

健康不錯，每逢周三他會去踢足
球，每隔星期打一次高爾夫球，
狀態不俗，高球技術亦在進步當
中。家英哥笑說：「譚詠麟形容
我踢波是破冰船，我一來到，大
家全部即時散開。」家英哥現定
時運動，亦很注意飲食，特別要
戒吃辣，他指可能之前動手術插
喉將喉嚨鬆開了，現要重新學習
說話的技巧。阿姐可有監督其起
居飲食習慣？他帶笑指阿姐都有
罵他不要吃太多糖跟白飯。
阮兆輝透露八和正跟政府洽

談油麻地戲院續約事項，相信
也會順利。對於培訓粵劇界新
人，輝哥讚一班新人很有希望
亦很用心，即使未必即時看到
成績，仍希望能將粵劇藝術承
傳下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
報道）由香港銀都機構有限公司出
品、台灣知名導演侯孝賢擔任監製的
「海絲」題材電影《下西洋》，日前
在首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福州
分會場啟動儀式上開機。
開機儀式上，侯孝賢憶往事，聊
「海上絲綢之路」。他介紹，1991年
他到福建拍攝《戲夢人生》，這部講
述台灣布袋戲老藝人人生故事的電
影，從福州開始，一路拍到漳州、泉
州和南靖，「福建和台灣的閩南區域
建築風格非常相近，非常合適拍，我
一拍就拍了三四個月。」
對於拍攝「中國人都知道」的下西

洋故事，侯孝賢說，「鄭和七次下西
洋，去過那麼多個地方，到底是什麼
原因會一次又一次地去，那些民族那
麼多國家為什麼歡迎他，這其實是值
得我們深深思考的。」侯導繼稱，復
敘歷史最難的在於還原當年海絲沿途
國家的樣貌，但他仍將在福州盡力複
製出當年鄭和出海的「鄭和寶船」，

並在電影拍攝完成後留贈福州，建設海洋文化
創意基地。

黃百鳴戲言重拍《搭錯車》
香港名導黃百鳴亦攜《天使高校》劇組亮相
電影節。以開心鬼系列和賀歲片系列影片在內
地頗受歡迎的黃百鳴一登場，即全場掌聲爆
響。吳千語、盛君和張楚楚同行。
黃百鳴透露，1983年與台灣同行合作拍攝電
影《搭錯車》時，廣為流傳的主題曲《酒干倘
賣無》就是以閩南話演唱的。這部曾斬獲第二
十屆金馬獎十項大獎的電影中的閩南元素，令
他自覺和福建頗有淵源。當主持人盛情邀請他
拍一部「海絲」主題的電影時，他說：「那我
就把《搭錯車》再翻拍一遍吧。」

香港文匯報訊王菲與
謝霆鋒復合後，二人的
前夫前妻之舉動都惹人
關注，李亞鵬日前終有
新動靜，於微博大晒內
地組合「羽泉」送給他
的電動車，李亞鵬更興
奮地騎上電動車周圍
走，十足一個大細路，
他留言道：「感謝來自
羽泉的禮物『九號機器
人』 ，昨天在辦公室騎
了一圈獲得同事們注目
禮一片。這是羽泉團隊
參與設計製造的產品，
相信你們做任何事都是
最佳搭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電影《一個人的武
林》於台灣宣傳，感冒纏身的導演陳德森，邀當
地的好朋友出席特別試映會，鄭佩佩、柯有倫、
戚冠軍、郭品超，以及台灣少林傳人林勝傑均到
場支持。
原來導演陳德森在後生時曾經到台灣讀書，初

戀也是在這裡萌芽，畢業後更在當地開過公司，認
識不少老朋友，所以對台灣有很深的情意結。難怪
即使有病在身，仍然堅持到台灣宣傳，不斷一邊食
藥一邊做訪問。在訪問進行期間，更巧遇好朋友鄭
佩佩和女兒原子鏸，三人已有一段日子沒見面，今
次「他鄉遇故知」，大家都非常高興。
放映完結後，獲得全場一致讚好，郭品超說：

「最後一場甄子丹和王寶強的大戰非常刺激、緊
張，大家千萬不要
錯過！」而鄭佩佩
則表示：「《一個
人的武林》入面有
很多向功夫電影前
輩致敬，看完電影
後，我也要向陳德
森致敬！」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梁靜儀）曾航生與
蘇珊前日到新城電台
宣傳二人將於11月2
日，假屯門大會堂舉
行的演唱會宣傳，蘇
珊笑言屯門好興旺，
比旺角還要旺。她又
大嘆現時搞音樂會，
最困難是物色合適的
場地。
二人透露今次演唱
會，準備獻唱大量經典膾炙人口的金曲。曾航生笑言這次演
唱會是實而不華，屯門的聽眾大多數是想入場聽歌多過睇
騷，而舊歌任何時候聽返都咁舒服。蘇珊亦覺得舊歌歷久常
新，她又批評時下的新歌為了突顯歌手的唱功，刻意將歌詞
扭曲，她說：「有時廣東話唔可以咁，有九個音，唔係夾硬
轉就得，不過一代同一代睇法又唔同。」
至於嘉賓方面，曾航生透露邀請了舊拍檔蔡立兒，他說：

「當年首《再見亦是朋友》，大家只知我同何小姐唱，但其
實早喺華納時代，我係同蔡立兒唱先嘅，今次唱返個原裝版
本畀大家聽吓。」

香港文匯報訊愛情喜劇
電影《單身男女2》前日
在京舉行內地首場發布
會，杜琪峯、韋家輝攜四
大主演古天樂、楊千嬅、
高圓圓、周渝民親臨現場
助陣。
記者會開始，首先由監

製兼導演杜琪峯，以及監
製兼編劇韋家輝上台分享
創作經歷，然後邀請演員
上台分享拍攝趣事和角色
的看法。之後，司儀突然
煞有介事問高圓圓：「今天有什麼好事情要慶祝
嗎？」圓圓卻答道：「不知道啊！」正當大家都以為
在說圓圓婚訊時，工作人員就推出生日蛋糕，原來是
慶祝古天樂生日。日前是古仔的生日，由於在片中古
天樂飾演的花心男在過生日時遭遇了眾女友集體丟蛋
糕的落魄情景，為彌補古仔，劇組特地為他在發布會
現場送上蛋糕慶祝。楊千嬅更領全場唱英文版和中文
版生日歌賀古仔，有「大笑姑婆」之稱的千嬅更一邊
唱一邊大笑，台上台下都一片歡樂。古仔也特地在蛋
糕前默默許願，祝福電影《單身男女2》票房大賣。好
事將近的圓圓此次盛裝出席發布會，幸福笑容難掩。

暗撻電視台記者旅館開房

九把刀自認差勁九把刀自認差勁九把刀自認差勁九把刀自認差勁
背女友「偷食」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導演兼作

家九把刀近日被拍到帶台灣中

視女記者周亭羽到汽車旅館開

房 ， 前 日 九 把 刀 承 認 「 劈

腿」，他更表示很喜歡一起上

旅館的那個女孩子，但強調他

想擁有的未來是他的女朋友。

事件曝光後，九把刀形象一落

千丈，有網民更稱要燒書，今

回真是「色字頭上九把刀」。

港視網台對撼無綫台慶
阿姐指有競爭屬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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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恙赴台灣宣傳
陳德森獲群星力撐讚好

李亞鵬騎電動車遊辦公室

千嬅笑聲賀古仔牛一

蘇珊批時下歌詞
被刻意扭曲

■九把刀坦承劈腿，
但不願多說劈腿對象
細節。 中央社

■柯震東前日到
醫院進行戒癮治
療。 中央社

■九把刀表示不想再傷害人。

■阿姐不時監督家英哥的飲食習慣。

■曾航生與蘇珊將於
下月舉行演唱會。

■侯孝賢近日在首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
福州分會宣傳新戲。

■千嬅邊唱生日歌賀古
仔邊大笑。

■李亞鵬大晒「羽泉」送
給他的電動車。 網上圖片

■黃百鳴、吳千語、盛君和張楚楚也亮相電影節。

■杜琪峯、韋家輝攜古天樂、楊千嬅、高圓圓、周渝
民親臨現場助陣。

柯震東赴醫院戒癮治療
此外，因參演《那些年》而一炮而紅的

柯震東因在內地涉毒，返台後毛髮驗出有
大麻成分，台北地檢署日前傳他出庭，檢
方考量柯震東沒前科且犯後態度良好，決

定讓柯震東自費進行戒癮治
療，換取緩起訴2年。
赴台北市立醫院松德院區
自費戒癮治療，他說，只是
例行檢查，不知道檢查項
目。 問他返台後歷經所律審

理過程，感覺如何？柯震東說：「過程
不辛苦，這陣子都在做放鬆的事，像是
運動、上課。」
有記者問他可有聯繫好友陳柏霖和九把
刀？柯震東表示有透過簡訊和九把刀聯

絡，但其他狀況就不清楚；陳柏霖則是想
要約出見面，但因時間對不上，兩人私下
都有互相關心。

■周亭羽與九
把刀有多次採
訪 合 作 。

網上圖片

■陳德森(中)喜遇鄭佩佩(左)
與原子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