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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迪華昨日於新城接受薛家燕訪
問。她表示，自己在去年八十歲正式宣
布退休。問她現時是為興趣才接工作
嗎？她坦言一直都是，自己做了五十三
年，有一半以上的工作都是為興趣，為
賺錢那種最多只有兩成。問她多去旅行
嗎？她坦言近年比較少，因為很多地方
都去過，有時候靜下來會寫散文。至於
是否考慮出書？她笑謂： 「或者啦，看
看我寫了多少篇文章再算。」

潘迪華的契女林嘉欣近日減少拍戲
專心相夫教女，問她有見嘉欣嗎？她表
示，近年比較少。問她知否嘉欣的母親
有官司糾紛？她稱，看報紙才知道；又
表示有見過嘉欣的女兒，知道嘉欣事事
親力親為自己照顧女兒。提到嘉欣減少
拍戲，會否為她感到可惜？潘迪華說：

「不會，她以家庭為重是好事。」

自嘲未紅過
此外，潘迪華提到早前她希望推出

包括二○○七、○八及○九年的演唱會
Boxset，竟然沒有人支持她。她大吐苦
水謂： 「我為了這件事很難過，之前是
有人肯幫我推出去年的演唱會，但如果
連同○七至○九年就不肯。我的理想是
連同這三年的演唱會一齊推出，如果出
不到，我寧願不出了，因為都不是我的
總結，現在再等機會啦。」她稱其實出
版費用是三十萬元以內，自己不是生意
人又不懂發行，所以不會自資，並說：
「如果我年輕就會考慮（自資），現在

就不會了。」潘迪華更慨嘆，自己從來
未紅過，如果紅，就會有人支持她。

【本報記者薛鈐文深圳十一日電】
今日，導演錢國偉攜劇組主演曾志偉、
毛舜筠、邵音音、麥長青、高海寧，身
穿紅色喜慶裝前來深圳宣傳電影《喜上
加喜》。據了解，該電影為家庭喜劇。
劇中，由曾志偉、毛舜筠詮釋的 「吊絲
男」與 「白富美」的愛情故事笑料不
斷。為博得 「老婆」的歡心，曾志偉不
僅 「放下尊嚴」大跳性感熱舞，還 「蜘
蛛俠、美國隊長、蝙蝠俠」上身，活脫
脫上演搞笑華語版《復仇者聯盟》。據
悉，該電影將於六月十五日在內地上
映。

多次演夫妻
曾志偉稱： 「喜劇中找到好的搭檔

很不容易，我與毛舜筠已經扮過多次
『夫妻』，對這部戲十分看好。」毛舜

筠則稱自己這段時間迷上跳舞，劇中還
大秀一段 「Lady GaGa」熱舞打破自
己形象，迷得曾志偉神魂顛倒。對此，
曾志偉立刻向導演邀戲： 「要不要拍個

類似《肉蒲團》的戲，邀我們再演夫妻
壓壓床過過癮。」毛舜筠則立刻撒嬌說
「討厭」。對於被讚保養得好，她笑

稱： 「我天生麗質，加上喜愛運動，所
以皮膚非常細膩，幾乎沒有細紋。美女
想要和我一樣，就多運動過健康生
活。」

語言下功夫
作為該電影的監製，曾志偉稱這部

戲是內地、香港眾多明星合作完成的。
回憶香港回歸十五年的電影歷程，曾志
偉坦言，目前好的攝影、美術團隊都前
往內地發展，香港人才十分短缺，所以
也直接導致了香港電影減產。

他說： 「內地市場非常大，光《鐵
達尼號》重拍成3D版，票房都超過10
個億，發展華語電影必將是未來電影的
發展趨勢。而作為香港演員，我們現在
要做的也是融入華語市場，多在語言上
下功夫，了解內地影迷的想法，拍出更
好看的作品。」

志偉：華語片越趨重要華語片越趨重要

潘迪華出碟夢難圓

在台灣大收三億台幣的電影《陣頭》，已成為本年台灣
最賣座電影。該片前晚在港舉行首映禮，導演馮凱與兩位男
主角柯有倫及黃鴻升（小鬼）齊出席。有倫為已故知名演員
柯受良（小黑）的兒子，今次是他首次擔正，他的妹妹有珍

與丈夫專程來港支持。而小黑生前好友包括曾志偉、張學
友、苗僑偉及太太戚美珍、泰迪羅賓等也來支持細侄，

令有倫激動得躲在後台喊了出來。

柯有倫激動到喊
有倫表示，很感激導演堅持揀他，他在戲中更

有機會向亡父講出心底話，表示一直視父親為驕
傲。他又很開心電影在台灣大收，並說： 「是爸爸
保佑，媽咪也很開心，鬆了口氣。十年來我終於有
一個作品，媽咪有在台灣看這部片，但不敢回港，
怕會太過激動。」提到前晚不少世叔伯也來支持，
有倫坦言自己也很激動，一度躲於後台哭，想到能
帶到自己的作品來香港，是對亡父一份好好的父親
節禮物。最近有倫跟陳妍希傳緋聞，他又會否請對
方看此片呢？有倫表示有看對方的《那些年》，但
不知對方有否捧他場，但相信對方也支持他。

學友表示跟有珍不時聯絡，跟其丈夫更常打網
球。暑假將至，他表示兩個女會留港，自己會教她們
打波。提到劉德華女兒滿月，學友表示有看新聞，但
一直未有機會見過 「小龍女」。記者指他是天王級，
應有機會一見；學友笑指自己級數跟記者一樣，雖然
是天王，但前面已加了 「過氣」二字。記者笑他不單
是天王，更是歌神。學友笑說： 「哈，成街都係歌神
啦。」剛完成世界巡迴演唱會的學友會先休息，多陪女
兒。他指女兒常說很掛念爸爸，但見到他時又只顧看
電視。提到有關雷曼債券的賠償問題，學友強調自
己確實有買過該債券，卻不是好 「大鑊」，總之各
方面也有責任，亦各人有各人的說法。

志偉挺前妻新戀
曾志偉指小黑臨走前，大家都跟他說，叫他放

心，會幫忙照顧他的仔女，所以今次大家一呼百應
到來。他知道有倫好乖好用心演得很好，稍後自己
開戲也打算找他。談及父親節，志偉表示會留港，

笑言今年最特別是多了個孫，也是最好的禮物。最
近其前妻傳與年輕她十多年的助理相戀，志偉笑言也

不錯。他又謂老父還在生時，每年壽辰前妻會來道賀，但
現在很少聯絡。

學友學友自貶自貶

【本報記者張帆上海十一日
電】第十八屆上海電視節今晚正式
開幕，上海電視節執行副秘書長唐
麗君在開幕前最後一次發布會上介
紹稱，今年共有來自三十多個國家
和地區的近四百家展商參展。除了
白玉蘭獎頒獎、影視節目市場、設
備市場及論壇四大主體活動外，電
視節還設立了電視劇互聯網觀眾票
選、全球國際廣告獎大賞、大學生
電視節等活動。

開幕式以綜藝晚會的形式來呈
現，閉幕式暨白玉蘭頒獎典禮則將
首次增設紅毯儀式，屆時會有近百
位嘉賓走上紅毯，其中日本人氣男
星福山雅治的亮相最具看點。

李少紅任評委主席
本屆電視節評委陣容強大，電

視電影、電視連續劇、紀錄片、動
畫片四大單元競爭非常激烈。電視
電影和電視連續劇評委會主席由著
名導演李少紅領銜，電視電影評委
還包括美國導演尼古拉斯邁耶、中
國導演余淳，電視連續劇評委還包
括演員陳數、佘詩曼、導演余淳和
張新建。

本屆白玉蘭獎共有超過五十多
個國家和地區的一千六百多個節目
報名，五十六部入圍作品將爭奪二
十三項大獎。引人矚目的最佳男演

員之爭，將在黃海波、姜武、吳奇
隆、文章和張嘉譯五員老將間展
開，最佳女演員則將在老戲骨奚美
娟、實力演員蔣雯麗，以及當紅偶
像劉詩詩、孫儷和宋佳之中角逐。
為了褒獎一年中在華語電視劇領域
有突破、有創新的佳作，今年大會
增設 「藝術貢獻獎」。

《唐頓莊園》獲金獎
發布會上，組委會還率先公布

了白玉蘭獎海外電視劇大獎獲獎名
單。金獎由二○一一年美國艾美獎
和金球獎得主、英國熱播劇集《唐
頓莊園》摘取。這是上海電視節首
度將電視劇評獎範圍由亞洲擴大至
歐美。銀獎則由日劇《家政婦三
田》和韓劇《捧日之月》摘得。

上海電視節盛大揭幕

▲錢國偉（右起）、高海寧、毛舜筠、曾志偉、麥長青及邵音音穿上紅色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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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有倫（右）及黃鴻升來港宣傳新片

▲潘迪華贊成嘉欣減產▲

樂仔（左）與秋生在《車手》中鬥戲

▲上海廣播電視台台長裘新（左）及唐麗君介紹電視節詳情

▲李少紅擔任評委會主席

▲

盧巧音獲贈閃石咪

盧巧音（Candy）昨日為演唱會舉行記者會，她將於七月
十三日在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舉行一場演唱會。昨日
大會贊助商向她送上閃石咪高峰，並宣布內部訂購已爆滿。

有孕才結婚
Candy 知道反應熱烈時，也有想過物色其他地方加場，

現在仍在洽商當中。今次演唱會的服飾，Candy 指不會以性
感為主。問她是否因為將嫁人不能性感？她說： 「不是，別
要再問婚嫁的事喇。」記者指她跟男友一起睇樓，她笑言也
是看看而已。Candy 表示今年未能結
婚，雙方太忙，不是因為沒有樓，
他倆都覺得應好好把握機會，現
在大家已經同居，是否結婚也不
是太有所謂，除非是生小朋友。
她笑說，二人有時也會拿這個話
題開玩笑。

不過，Candy 表示暫時未有
生育計劃，她想先調理好身
體，若是意外懷孕，就會結
婚，她都準備好的。她的男友
會否突然在台上求婚？Candy
稱熟知對方脾性，不會開玩笑。
記者發現她像是戴上結婚戒指，
Candy解釋稱，這是定情信物。

盧巧音
等雙喜臨門

秋生樂仔韓國爭影帝
寰亞電影投資及發行的《車

手》將於六月二十一日於本港及內
地同步上映。早前電影已確定將於
瑞士盧卡諾舉行首映，昨日再有好
消息。《車手》已落實入圍二○一
二年韓國富川國際幻想電影節，余
文樂（樂仔）曾於該電影節中摘下
影帝寶座，這次電影入圍角逐競賽
項目，未知能否再下一城。

《車手》入圍富川影節
富川國際幻想電影節將於七月

十九至二十九日舉行，暫時確定導
演鄭保瑞將會出席。黃秋生及樂仔
仍未知能否抽空。導演坦言對電影
入圍感到興奮，希望該片能於愈多

地方放映愈好。他將於七月尾到韓
國富川，正值暑假期間，已計劃與
妻子及女兒同行。獎項方面，他則
抱以平常心，不作多想。

對於秋生及樂仔的演技，鄭保
瑞又覺得誰有機會奪得男主角獎？
他認為兩人的演技相當好，把角色
的性格發揮得淋漓盡致，希望他們
能夠雙雙摘下影帝寶座，取個雙影
帝凱旋回港。黃秋生得悉消息後感
到高興，希望韓國的觀眾會欣賞他
的演技。《車手》亦將於本月十六
日在上海電影節出席紅地毯活動，
屆時鄭保瑞、黃秋生、余文樂、何
超儀、林家棟以及該片動作導演錢
嘉樂，將齊齊亮相紅地毯。

▲學友仍未有機會見 「小龍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