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王尚勇、賀毓寧夏報道）近
日由國家民委、寧夏、青海、新疆三
省（區）黨委宣傳部聯合出品的電視
連續劇《歌海情天》在中央電視台八
套電視劇頻道黃金檔播出。《歌海情
天》以「西部歌王」王洛賓的部分人
生片段和歌曲為平台，當今中外90後
青年為主體，通過一群年輕人深入探
尋音樂家王洛賓的人生歷程的故事，
還原了人民音樂家王洛賓對生命和祖
國各民族人民的熱愛。該劇由香港著
名導演胡明凱執導。參演演員來自美
國、法國、中國台灣和中國內地的維
吾爾族、回族、藏族、哈薩克族和漢
族。這些90後青年，向觀眾呈現了當
下西北，特別是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團
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的真實的生活
狀態。

電視劇《歌海情天》
央視熱播

周慧敏身穿火紅晚裝胸口開窿，高貴大方
現身商場的聖誕節亮燈儀式暨「小人國

夢幻聖誕之旅」開幕禮擔任主禮嘉賓，被安
排坐金色車出現的她凸顯身份，同場還有鄭
俊弘獻唱演出。
對於有傳因倪震性格變得孤僻，令二人漸
有距離，更已分房睡，Vivian淡然面對傳
言：「這是虛構新聞，文字遊戲，我們兩人
和七隻貓的感情及家庭生活都很好，也很享
受和感恩，我和老公在不同階段感情會昇華

到不同層次，大家仍然話題不絕，經常聊到
夜深。」

晚裝胸口開窿不覺性感
問Vivian所穿的性感裙是否已給老公過

目？她笑笑口謂：「不用，也不算性感，老
公信得過我的穿衣品味，沒有問題。」
聖誕將至，Vivian憧憬的浪漫聖誕是能到

伯利恆親近耶穌，騎着駱駝看着星星報佳音
唱聖詩，不過今年無法實現，她表示已籌備

了一年的福音碟正在錄音，望能趕及下月18
日推出，她對上一張碟已是1997年，這次會
親自擔任創作監督。Vivian表示這張新碟有
別傳統的福音歌，運用流行音樂把福音訊息
傳出去，適合普羅大眾口味。
另外，走紅後的鄭俊弘財源滾滾來，他表

示現時每天都有工作，當中有不少是商演，
問到增加收入後如何獎勵自己，他表示最想
和媽咪外遊，可惜聖誕要工作，不過之前趁
婆婆返加拿大前就送了iPad給她。

香港文匯報訊永盛電影公司老闆，向華強
的胞弟向華勝日前因食道癌在北京病逝，享
年64歲。向華強太太陳嵐前日於微博留言
道：「93年他和哥哥向華強及我三人合作打
拚電影八年抗戰勝利，那也是我們最全盛時
期！雖然說94年開始我們兩夫妻有些原因和
他事業上分道揚鑣。但至今都會懷念着他的
腦袋瓜永遠有些是人家想不到的好、及獨特
的點子！一路好走十三少！」
這位一代影壇猛人向華勝，捧紅過不少藝
人，其中劉德華得悉向死訊後表示：「向華
勝先生在八十代年尾、九十年代建立了永盛
電影公司，是一位腦筋轉數很快，創造力很
強的電影人。在電影創作及所拍攝的電影類
型多元化，包括劇情片、喜劇、傳奇人物等
題材。當中不乏經典之作包括英雄好漢、
《呂樂傳》、《至尊無上》等。絕對是一位
在電影界貢獻良多的人物，願一路好走。」
周潤發深入民心的「賭神」形象是向華勝
一手為他創造出來，故對於向生的離開，發

哥深感惋惜，他指向生在八十、九十年代拍
下不少商業電影，令香港電影愈來愈受歡
迎，甚至衝出國際，實為香港電影圈作出了
很大貢獻，向生是一電影界奇才。發哥更讚
向生為人幽默風趣，跟他合作時，每每閒聊
間自己永遠是很難插到嘴，只有在聽他講。
向華勝遺作《龍鳳店》，是跟任賢齊（小

齊）合作，小齊前日方知向華勝去世，他感
慨道：「好唔捨得佢呀，由十幾年前來香港
已經識佢，識咗好多年，以前佢經常約我去
佢屋企食飯，每次見面都同我不停講電影，
講劇本，佢係一個好有電影頭腦的人，對電
影的熱誠幾乎爆燈，每次佢講電影故事精彩
萬分。」

小齊指向華勝夠義氣
小齊又指向華勝給他的感覺是豪氣萬千，
如武俠小說裡面的英雄人物一樣，小齊謂：
「佢對朋友又夠義氣。以前佢經常講一些我
唔知的舊香港故事畀我聽。現在諗返起都好

掛住佢，佢好鍾意飲酒，試過一早起身見到
佢都係拎住酒杯，希望佢現在冇晒痛苦，喺
天堂暢飲中。佢病我都知，不過近年大家各
有各忙好少見，曾經有打電話畀阿嫂問
侯，本來想探佢但又怕打擾。不時都有
發短信問侯佢。」
曾跟向華勝合作過的杜琪峯讚向生是

個尊重創作人的投資者。願他一路好
走！
另外，藝人如袁詠儀、王晶、羅家
英、李珊珊等也於微博留言哀悼。羅家
英回憶與向華勝的往事道：「懷念向
生，有幸地接了《龍鳳店》這戲而跟向
生諗（稔）熟了，與他很投契，他談到
電影便眉飛色舞，神馳天外。給了我
一個特別的形象，可惜這個戲沒有引
起反應，他有點洩氣了。一別多年，
聞知他有病，想去探望，但轉轉折折
終不成，今天知他仙遊，難免惋惜。
願向生早登靈山。」

向華勝病逝 眾星哀悼

發哥華仔讚為港影圈貢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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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周慧敏(Vivian)和老公倪

震婚姻最近被傳亮出紅燈，Vivian前日首度開腔否認傳

聞，並強調家庭生活很好，沒有問題。

■向華勝與多位紅星
皆有合作過。

■■任賢齊任賢齊、、大大SS及霍思燕主演向華勝及霍思燕主演向華勝
旗下公司推出的電影旗下公司推出的電影《《龍鳳店龍鳳店》。》。

■■劉德華指向華勝在電影劉德華指向華勝在電影
創作及所拍攝的電影類型創作及所拍攝的電影類型
多元化多元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走紅後的鄭俊弘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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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火紅晚裝身穿火紅晚裝
胸口開窿的周慧胸口開窿的周慧
敏敏，，現身擔任主現身擔任主
禮嘉賓禮嘉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歡樂滿東華2014」
將於下月6日舉行，前日記者會上出席藝人歌手包括
鄭敬基、連詩雅、胡鴻鈞、CAllStar、陳庭欣及翟威
廉等。
鄭敬基原來今次才是首次參與東華演出，他帶笑答
謝蔣志光獲注意後，連帶他們這些八十後的歌手的演
出機會也增加了，今次他會唱其首本名曲《酒杯敲鋼
琴》。鄭敬基指明年會幫新人Nelson做音樂製作及經
理人，主要是欣賞對方的工作態度，為了專心工作已
6年沒有拍拖，他笑指自己其實也一樣不拍拖去努力
工作。被取笑要守齋到何時？他笑謂：「不知道！我
是在學郭富城，他都是這樣。」記者指城城早已失守
了？他裝笑反問是否真事。
連詩雅首次參與東華演出，已知要她走進一個很大
的透明球體中玩遊戲，另她又要鬥腳長，她透露自己

擁有43吋長腿。近年東華
減少高難度表演會否覺得
失色？連詩雅指師兄周柏
豪會跟一百位小朋友合
唱，場面也會很震撼。而
她從小已經是善長仁翁，
因為小時候想看到自己名
字在電視機前面出現，都
曾捐款兩次共200元，但
可惜最後仍沒看不到自己
的名字。
胡鴻鈞將與許廷鏗及吳
若希等合唱，他表示除唱
歌外，也很想參與高難度
演出，要他跳火圈或學吳
剛師傅徒手拿着炭也不會
介意。

黎耀祥黎耀祥
視郭晉安為視帝勁敵視郭晉安為視帝勁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黎耀祥與彭家麗前日

以「至fit安全駕駛大使」身份出席《至fit安全駕駛大
行動》打氣大會，祥仔表示自己屬穩陣派不會開快
車，因看到圈中人過去出事也由開快車引起。
談到無綫台慶收視只得25點，祥仔認為也不算差，
普遍現在的收視也相若，畢竟觀眾看電視的習慣不同
了難跟從前相比，只會愈來愈跌，也不覺得是受港視
網上開播所影響。但有指王祖藍在台慶上向李亞男求
婚似做騷？祥仔說：「應該不會拿人生大事來谷收
視，好像是曾志偉有給予一些意見，相信是為紀念不
會為谷收視，不會拿終身幸福來『較非』，李亞男唔
制咪死！」
至於台慶頒獎禮又應否搞噱頭？祥仔指形式不同純
靠頒獎嘉賓來搞氣氛，像當年他《大太監》得視帝是
葉德嫻頒獎，她就很有幽默感。提到今年做視帝的信
心？祥仔說：「我拿過三屆視帝，《名門望族》是我
繼《義海豪情》後第二個最喜歡的角色，有時代感及
新意！」不過他認為對手中以郭晉安在《忠奸人》中
坐輪椅的角色為勁敵，但一切得看民意取向。
另談到向華勝病逝，祥仔指早年在影圈發展也少與

向生接觸，聽到噩耗當然也感可惜，因向生在電影界
具代表性，他的年代也是電影業最風光年代，他曾捧
紅過不少紅星，他又拍過不少經典電影，奈何六十多
歲便離開，希望其家人節哀順變！
身為安全大使的彭家麗指現較少機會駕駛，但從前
最愛駕電單車，不過自從一次雨後路滑落斜發生意外
受傷後，雖然擦損身體並無骨折，卻留下陰影故也再
沒駕駛電單車。

鄭敬基
專注工作願「守齋」

邀陳潔靈肥媽睇騷

葉麗儀強調沒不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葉麗儀為慶祝入行45周
年，將於明年1月21至22日假
伊館舉行二場演唱會，這陣子
她便留港十天做宣傳，下周二
便返回澳洲，待開騷前11天再
來港。
她解釋這次宣傳期只騰出十
天時間，全因自己太貪心，不
想錯失孫女放假機會，希望多
點跟她們一起，不然孫女再長
大一些時已經有自己的朋友，
要一起去玩也難。
她透露個唱已邀請多位好友
前來欣賞，其中包括陳潔靈和
肥媽瑪利亞，說到三人不是傳
「不和」嗎？葉麗儀即刻否

認：「我們沒有不和，大家都
幾十歲沒有事，(之前你們三個
女人開騷時引來一些是非？)不
多是非，只是大家太累。說話
才不多講句而已。」
她又指今次伊館檔期只得五

日，要是加場也不能開到周末
那天，因那天要趕拆台交場，
自己都覺得很浪費，這也沒辦
法，整個月只得這5日期，她
說：「紅館的期很難訂，之前
試過一年前訂期都沒批給我，
恐怕要等到70幾歲，(由大場
紅館轉去細場伊館唱可會失
望？)沒有，我也不想做大場，
有很大壓力，加上觀眾年紀跟
我差不多，上落太多樓梯不是

很方便，伊館樓梯較少。」

新抱識教小朋友守禮
說到G.E.M.開演唱會招待會

時耍大牌，要文字和電子媒體
一起做訪問，不然便取消訪
問，後來又從後台返出來轉軚
答應，葉麗儀直言：「咁仲面
懵，點解咁傻？我和她不認
識，但知她是誰和好紅，因幫
我做音樂的琴師便是對方的指
定琴師。」
譚詠麟表示人際關係在這行

很重要，葉麗儀謂：「必須問
清楚是藝人還是經理人問題，
不過現時的後生仔不是個個都
識尊重兩個字，主要是父母家

教問題，因父母要工作便交由
傭人湊大小朋友，往往令孩子
們不理解禮貌和尊重這回
事。」她大讚新抱把小朋友教
得好，很有禮貌，而她在圈中
亦未遇過後生一輩的不尊重對
待。

■葉麗儀(右)是次只騰出十天
時間宣傳個唱。

■鄭敬基明年會幫新人做
音樂製作及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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