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鄺御龍 ■版面設計：黃力敬 菲律賓版2018年2月23日（星期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由新光戲
院大劇場主席李居明撰寫、蓋鳴暉和吳美
英主演的粵劇《美哉秦少游》，日前大年
初五假新光戲院開鑼，並舉行開鑼拜神醒
獅點睛儀式。蓋鳴暉更特地帶同愛犬Lady
到場，希望把旺氣帶給大家，取其長長久
久好意頭！
李居明表示：「希望新春期間做粵劇成
為香港文化，帶動所有市民身體健康，百
業興旺。過往新年都是和蓋鳴暉合作，今
年已是第九個年頭，第九套戲寶，未來日

子應有更多火花。」身旁的蓋鳴暉笑說：
「我等了九年，一直很想做秦少游，夠靚
仔！」更大讚李大師是很好的合作夥伴，
唯一一個不惜工本的投資者，相當難得。
李居明同時公佈新光戲院今年的檔期已

全年爆滿，乃是香港繁榮象徵，代表文化
活動蓬勃。對於西九文化的戲曲中心即將
落成，他會帶領新光戲院全力配合演出，
共同將粵劇發揚光大，以吸引多些年青人
欣賞粵劇。屆時新光會安排「百花齊放耀
梨園」演出活動，加上香港粵劇被納入聯

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第十年，更加值得慶
祝。

力挺西九開幕
說到一直為西九提供協助的八和主席汪
明荃（阿姐），對於統籌中心的開幕禮改
由任白慈善基金會負責，令阿姐大感失望
和不被尊重，李居明對此謂：「這要問回
阿姐本人。總之新光會全力配合，一齊響
應。希望在大家團結包容下完成這歷史時
刻，和諧做好粵劇。」

李亞男去年中秋下廚成功，煮出一圍菜式招呼親
朋，今年她決定親手炮製意頭菜，讓老公王祖藍

和旗下藝人細細粒與張彥博開年食得開心。見祖藍常笑她多
「蝦碌」，亞男向雲來軒大廚保哥學師整一味「財源滾滾來」，
供大家大快朵頤。

終擺脫地獄廚神污名
婚前是「地獄廚神」，婚後變身「人妻廚神」，當天亞男夥拍同是

上海老鄉的下廚高手細細粒齊齊煮新年意頭菜，至於阿博則在旁偷師
兼幫手唧蝦丸，老闆祖藍就在旁監工。聽到老闆娘話蝦丸唧得愈大
粒，代表公司今年搵得愈多，阿博忙於唧出巨型蝦丸。亞男笑言現在她
會經常下廚，有時過年或喜慶節日都會下廚，炮製上海和廣東菜式。
與邵氏兄弟電影公司合資開「手工藝創作」公司北上發展後，祖藍
已撈到風生水起，恰好今年農曆新年遇着兩人結婚三周年日子，祖藍
已預留一星期陪太太。對於去年成績，祖藍坦言正在調整公司，
現時適應中。因香港環境仍然很困難，在下月的影視博覽，
他將宣佈公司新大計，會和不同團體組成聯盟，幫助更多香

港藝人尋找不同地方的工作機會。
去年獲邀成為廣西政協的祖藍說：「自己都好
感恩成為政協，近年在香港和內地都累積了不同
的工作經驗，今後如果可以服務大家，我都好樂
意做。3月影視博覽會有一連串大計公佈，希望可
以為北上的藝人同年輕人爭取更多合作機會，還
有加強各方面的溝通，詳細情況到時會公佈。」
公司有新計劃，可不是要暫停「造人」大
計？祖藍聞言立即Say No，他說：「什麼大
計，都比不上『造人』大計排第一位。今年
狗年要努力，希望有好消息同大家公
佈！」

細細粒對「小鮮肉」嗒糖
200磅重的細細

粒，新年願望竟然不是瘦身，而是出寫真！對於最近被指和外籍人
士拍拖，細細粒揚言，如有傳媒影到「外國男友」照片，她願意
高價買下這張相。「我好傳統，不喜歡外國人，也不知道所謂外
國男朋友從何而來。常被人影到我助手，當是我男友，他的女
朋友我都認識。早排有同學聚會，見回一班男同學，很多都
未結婚，不過飯局後沒有一個可以有下文。」
在旁的張彥博搭嘴道：「老闆在內地識好多『小鮮
肉』，你叫他介紹鹿晗你識啦。」細粒粒聽到即露出
心心眼說：「嘩！不要說鹿晗啦，老闆介紹鹿角我
識我都願意啊！」此言一出，爆笑全場。
至於以「童顏靚聲」見稱的無綫藝人張彥
博，除了在TVB拍劇外，去年還有新嘗
試，就是在內地主持音樂節目，獲得
不少寶貴經驗。阿博希望今年可
以找到場地，開個人演唱
會。

老婆烹佳餚與員工分享老婆烹佳餚與員工分享

祖藍滿肚密圈祖藍滿肚密圈
願鋪橋搭路幫同業願鋪橋搭路幫同業

踏入狗年新正頭，去年忙在內地發展的王祖

藍終於可以唞一唞，陪老婆去四處拜年。祖藍的公司開業已

一年，旗下藝人工作量漸上軌道，今年他將「發大來搞」，招攬

各能人合作，替不同的單位鋪橋搭路，為大家找尋演出機會。早前祖

藍聯同太太李亞男及細細粒（陳嘉佳）、張彥博跟雲來軒行政總廚黃亞保

入廚學整意頭菜「財源滾滾來」，以備新春期間宴客！

與蓋鳴暉合作無間與蓋鳴暉合作無間

李居明：新光今年檔期全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陳山聰、
李施嬅、譚凱琪（Zoie）和高海寧等20日
出席無綫新劇《金宵大厦》的造型暨拜神
儀式，首次擔正做男主角的山聰獲拍檔李
施嬅祝福，她稱當年王浩信第一次做男主
角就是拍住自己，結果就能當上視帝。所
以她希望山聰也能跟隨其後。
山聰坦言不論做主角或者配角，都會一
視同仁、用心演繹：「一樣有壓力，但是
開心的。作為演員就要做好本分，如果連
觀眾都不認同，就算是客串都會不好，所

以做哪個位置都要有同等對待。」至於是
否想做視帝，山聰笑言當然希望，也開心
繼與姚子羚後，再與Crazy Runner成員李
施嬅合作。施嬅透露劇中與山聰演情侶，
且有不少親熱場面，她笑道：「因我們太
熟，有太多他的私照，擔心拍劇時很難認
真望住他。」山聰就笑稱到時會放下兄弟
姊妹之情。

譚凱琪要「性交轉運」
飾演會計師的譚凱琪在劇中誤信神棍，

被騙要性交轉運，會跟拍檔陸永有很多肉
搏戲，她笑道：「以前看新聞很難相信會
有人信，怎知自己拍劇就要做！因角色是
會為愛情付出任何事，自己都會努力做
好。」尺度方面，Zoie稱未有最後定案，雖
然意識大膽，但相信在床上交代已足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
文釗）洪永城（Tony）、
黃心穎、湯洛雯和劉思希等
20日參與新劇《丫鬟大聯
盟》拜神儀式，Tony笑言
難得農曆年要開工，雖已預
了五位數字派利是，但已派
到清倉，要急找助手幫忙到
銀行換錢「補倉」。
農曆年數天假期，Tony

表示有到親戚家拜年，笑言
如同參加問答比賽一樣。
「因大家都是問我為何今年
一個人來，不是兩個人。但
也是窩心的，希望明年可以
兩個，甚至三個一起拜
年。」至於有否跟舊愛唐詩
詠拜年，他說：「沒有，可

能稍後與共同朋友一起團拜
時見面。」新年願望方面，
Tony希望找到另一半，但
工作已排到年底，並預告會
和黃翠如再度合體拍旅遊節
目。「相隔四年多再跟翠如
做主持，希望大家的能力都
有昇華，可跟《四個小生去
旅行》看齊。」
黃心穎同樣預算五位數派

開工利是，她慶幸去年收入
有所增加，故也樂於派多些
利是。她說：「我新年每天
都要開工，見人就派，避無
可避。」笑問何時結婚派雙
封利是？「我沒有傷風，數
字可加，但雙封利是就沒這
麼快。」心穎同時表示已到

男友馬國明家拜年，大讚
「馬明」雙親友善，可惜她
的父母就不在港，馬明未有
機會拜年。「之前我回鄉探
婆婆，親戚們都有八卦我們
的新聞，還以為我會帶他回
鄉，但我有帶他的照片給婆
婆看。」

洪永城再孖翠如拍旅遊節目

■洪永城(右)沒和舊愛唐
詩詠拜年；旁為黃心穎。

接王浩信棒夥拍李施嬅 陳山聰都想做視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
穎、梁靜儀）高海寧（高
Ling）、雨僑（Ava）、何傲
兒、陳凱琳、朱潔儀及王大
業等20日晚到灣仔出席皮草
活動，當中以穿吊帶低胸背
心拋胸上陣的高Ling 最性
感，走路時更十分「動
盪」，即時引來全場嘩然。
高Ling表示服裝是造型師

挑選的，客戶都很滿意，而她
走秀時都很緊張。問是否收取
厚酬才如此性感？她滿意說：
「開心價，我好抵用。（公司
不是有『限性感令』？）公司
是指拍劇或綜藝節目途中要保
護女藝人，如出埠會有PA
陪，令女士受到保護，更尊重
和保護女仔。」
準新娘雨僑並沒吝嗇身

材，露出四吋「事業線」，
問她事前可有給未婚夫羅力
威過目？Ava表示沒有。「他
通常無問我，自己和經理人

沒問題就得。（婚後會否不
同？）衣着方面我有分寸，
以後的戲路就不知需要過目
與否，但他的尺度好寬鬆。
（會否拍床戲？）自己沒特
別做，以前他有審批過，隨
着認識愈深就愈會審批，都
有這個傾向。」說到她以往
拍電影《喜愛夜蒲》都有好
激的場面，Ava笑指婚後要改
為早蒲飲茶了。
婚前最後一年逗利是，Ava

稱自己都有派開工利是的習
慣，今年最搞笑是派完利
是，大家都說尚欠一封，她
就說明年才派兩封。談到婚
禮，她透露當天下午會在淺
水灣行禮，讓大家見證，之
後會和親友食飯。婚紗會找
胡杏兒的公司幫手，款式方
面Ava沒有意見，但想輕巧一
點。談到度蜜月地點，她表
示工作已排到年中，所以還
未決定。

開心價接皮草秀 高Ling性感壓全場

■■雨僑雨僑

■■高海寧高海寧

■■祖藍願為祖藍願為
有志到內地有志到內地
發展的同行發展的同行
鋪橋搭路鋪橋搭路。。

■■張彥博張彥博（（左左））狂唧蝦丸狂唧蝦丸，，
以祈求公司能愈搵愈多以祈求公司能愈搵愈多。。

■■王祖藍和愛妻李王祖藍和愛妻李
亞男亞男，，為大家炮製為大家炮製
了新春應節美食了新春應節美食。。

■■得到黃亞保大廚協助得到黃亞保大廚協助，，祖藍兩口子跟細細粒祖藍兩口子跟細細粒
((右一右一))和張彥博和張彥博((左一左一))皆吃得開開心心皆吃得開開心心。。■■李亞男跟丈夫會努力李亞男跟丈夫會努力「「造人造人」。」。

■汪明荃(中)入後台探望蓋鳴暉及班
主劉太(右)。

■■((右四至五右四至五))李居明和蓋鳴暉已是第李居明和蓋鳴暉已是第
九年合作九年合作，，為戲迷呈獻新正頭粵劇為戲迷呈獻新正頭粵劇。。

■銅鑼一敲，意味着今年的舞台演出
正式開鑼。

■(前排右
三及二)陳
山 聰 和 譚
凱琪等 20
日出席《金
宵大廈》拜
神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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