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嘉慧（YoYo）日前首次做導演，
為港台電視節目《見面．見香港》拍攝
三條短片，昨日出席節目啟播禮，獲大
會送上導演椅及 Logo 拍板。YoYo 稱早
前曾與港台合作，當時已表示有興趣做
導演，誰知港台真的願意給她機會，令
她非常開心，她說： 「做導演不用化妝
，開工準時到場就可，不用特別提早化
妝，而且做導演要管所有事，很有滿足
感。」

不過原來YoYo不懂游水，所以搭船
看景和拍攝時都要穿着救生衣，拍攝水
底場面時，更需要聲控工作人員，問她
為何不叫伊健教她游水？她指自己非常
怕水，但在拍攝上，伊健就給了她不少
意見，又有教她怎拍，她指伊健睇戲時
都會研究鏡頭的拍攝，她就會在旁邊偷
師。問她可會拍上癮嗎？她說： 「都有
，我知港台之後又會開劇，有機會讓我

拍幾集都好。（和伊健一起做導演？
）導演是好個人的事，一起拍有點
困難。（怕有爭拗？）還是公私分
明好。」

梁烈唯昨日聯同黃智雯以情侶檔現身荷里活廣場
，充當模特兒為某品牌行花生騷。早前二人曾在劇集
演夫妻大獲好評，智雯戲言想與唯唯離婚，全因缺乏
新鮮感害怕觀眾感到悶。提到二人以情侶檔酬勞較高
，她回應： 「我們兩個出來效果較佳！」唯唯表示，
期望今年年尾在台慶頒獎禮二個一起得獎，就如關二
哥、關二嫂修成正果一樣。提到智雯希望與唯唯還是
謙仔得獎，她笑笑口說： 「我想三個一齊，如果一起
提名便好！」她直言希望三個攜手上台，唯唯得到男
配角，自己與謙仔則贏 「飛躍進步獎」。

《古惑仔》變Boy Band也不錯
此外，唯唯稍後拍攝王晶的新版《古惑仔》，戲

中他扮演山雞。他表示，暫時只知莊思敏扮演當年的
角色KK，黃貫中則扮大佬B，對方更會負責主題曲。
唯唯說： 「今次《古》片比當年一班男角如鄭伊健等
年輕數年。」他又讚揚霆鋒的那個少年蠱惑仔也算經
典。談及有網民稱今次新海報眾主角全部穿白衫，打
扮似足韓國 Boy Band，他聞言笑笑口說： 「做
Boy Band 也好！就如韓國組合 BigBang 也好勁！」
他又稱如果將《古惑仔》變成Boy Band是不錯的事
，好像早前小春、伊健都也以《古惑仔》組合上台唱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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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著名電影電視劇編劇司徒
錦源於二○一二年十月十三日在香
港因肺癌逝世，終年四十八歲。司
徒錦源出身自香港無線電視，及後
加入銀河映像，是前銀河映像核心
成員之一，也是香港電影重要的一
員，編劇過多部膾炙人口的電影電
視劇。其中包括電影《一個字頭的
誕生》、《暗花》、《非常突然》
、《放．逐》等；電視劇《一號法
庭》、《新紮師兄》、《廟街．媽
．兄弟》等。二○○○年左右，司
徒錦源回歸無線，寫出其代表作，
也是代表香港電視劇最高峰的《創
世紀》。之後他再度離開無線後擔
任電影編劇，寫出《愛．作戰》、
《殺破狼》及《放．逐》等作品。

司徒錦源曾寫下《創世紀》裡
許文彪那段膾炙人口的控訴地產商
的著名台詞： 「你去外面隨便問一
個人，問問他們要些什麼，他們的
答案很簡單，只想要一間很普通很
普通的房子。為什麼他們要用一輩
子去供一間房子呢？因為那些有錢
人在耍他們，這個世界公平嗎？！」
其遺作是彭氏兄弟執導，古天樂、
劉青雲、李心潔主演，正在拍攝中
的《逃出生天》。

帶病完成《逃出生天》
首次與司徒錦源合作的導演彭

順，昨日與劉青雲身處泰國《逃出
生天》外景現場趕戲中。當彭順收
到司徒離世的短訊後，也難掩傷感
地說： 「很惋惜，我們第一次合作
，《逃出生天》這個劇本是我們一
起創作的作品，這半年以來他雖然

帶病在身，但他仍用心用力去創作
。我記得在電影開拍前約兩個月，
他還特地來泰國，跟我們兩兄弟一
起傾劇本，當時他已做了化療，期
間他感到不適，我還幫他買藥。當
時情景，我仍歷歷在目。他創作的
這個劇本由他驗出肺癌至現在終結
，有整整一年，雖然他已離我們而
去，但我們會將他的文字化成畫面
作品，將其遺作拍到最好，以作最
好的致敬。」

拍大合照為司徒打氣
曾參與司徒多部作品演出的青

雲，對這位具才華的編劇離世大感
可惜。為延續司徒的創作精神，青
雲謂： 「其實拍攝這部電影時，已
知他有病，期間我們一班曾經與他
合作過的電影人也相約在杜琪峯公
司特別拍下了一幀大合照為他打氣
。我相信現在要做的是，和劇組都
希望拍好《逃出生天》這部戲。」
打氣照片當中的電影人包括杜琪峯
、劉偉強、陳木勝、古天樂、林小
明等，照片並寫上 「我們愛你，給
最愛的司徒。」司徒也曾看過大家
這番心意和祝福。

跟司徒合作經年的杜琪峯說：
「我、韋家輝、游乃海同司徒錦源

都是無線出身，有深厚感情，他是
一個好出色的編劇。今早收到這個
消息當然傷心，我們用心陪他走了
人生最後的一段路。他走的時候很
安詳，願大家珍惜人生！」余文樂
： 「這是電影界一個損失！他是一
位很出色的編劇，願他一路好走！」

王馨平、汪圓圓、湛琪清、貝
安琪、Rosemary和霍啟山的緋聞
女友Lea Tassova等前晚出席活
動。王馨平則高興指在傳媒和很多
朋友的鼓勵下，終決定於十二月十
六日在Star Hall舉行音樂會，因
相隔至少十一年再度舉行個唱，故
不想選擇大型場地像紅館，亦坦言
是想藉着電影《春嬌與志明》的氣
勢，是以好友周慧敏亦為其個唱定
名為 「別問我是誰」 ，也很感激電
影導演彭浩翔。至於表演嘉賓和細
節內容尚在構思中，心目中想邀請
的嘉賓有許多，亦很希望邀得余文
樂反串像電影角色與自己合唱。當
她提到習慣每星期做三至四次的運
動，那毋須刻意操練身體，但就要
開始練唱歌和記歌詞；笑問會否以
性感歌衫登場？她反問： 「如果大
家覺得我可以，亦可以想一想。」

汪圓圓湛琪清組最強家庭
汪圓圓和表妹湛琪清一同到場

，圓圓更笑言有將自己這些年的工
作經驗授予表妹，但與人相處和識
男仔等就不用教表妹了，因表妹這
方面也很好，還指有
很多人追求表妹。
當湛琪清表示希望
能作多方面嘗試
，也希望能拍
戲時，笑指
她可聯同圓
圓和圓圓
的姐夫甄

子丹合拍一部 「最強
家庭」 ，她稱有機會也
想與表姐夫、林峯和古天
樂合作。

杜琪峯傷心 彭順誓拍好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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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唯智雯
望夥謙仔齊得獎

林峯劇酬八位數字夠錢買樓
林峯、官恩娜（Ella）、徐子珊、MC Jin等昨日赴觀

塘某中學為正熱播的劇集《雷霆掃毒》宣傳。林峯透露，
近日將到橫店拍攝葉璇製作的內地劇集，酬勞達八位數字
。記者指每集過四十萬劇酬，他笑笑口未肯正面回應，笑
指年過三十也要儲老婆本。林峯近年經常遲到，昨日竟然
一早到場，更與曾被指在劇中掃胸的Ella談笑風生玩遊戲，
二人又與徐子珊及其他藝人大玩二人三足，非常投入。不
過，徐子珊於活動進行期間拍大合照前才匆匆趕到，遲近
一小時認真失威。此外，一班演員特別與中學生玩籃球友
誼賽切磋球技。

林峯表示，今次拍攝的武俠劇全程拍攝兩個月，之後
又要回港準備演唱會。他說： 「這次劇集班底包括形象、
服裝、搭景及武指皆是拍電影的，非常專業。」他直認酬
勞達八位數，林峯亦大讚好Pay。他說： 「這次是葉璇工作
室找我，因此喜獲友情價！」有指二人早年在TVB期間曾
傳緋聞，他聞言笑指當年的緋聞只是湊夠 「緋聞樹表」而
已。他表示： 「自己與葉璇一向以兄弟相稱，近兩年她自
己搞工作室，一直也找我拍劇，今次獲公司安排檔期也屬

難得。」提及獲四十萬以上拍一集，林峯聞言未肯多言，
只說： 「自己也要多謝她，今次班底也好強！」對於劇酬
夠錢買樓，他直認可以，但也要看是什麼樓宇，戲言年過
三十也要儲老婆本。另一方面，《雷》劇早前的劇情被指
林峯掃Ella胸，昨日他大方指到場後見Ella也提到此事。林
峯說： 「我和她講話怎會那麼易摸到！（你寸她胸不大？
）我只是講笑而已！」

子珊直言望奪視后寶座
至於遲到約一小時才到場的子珊表示，要為節目巡禮

拍攝因此才遲到，可幸亦獲那邊放人才趕到來。她說：
「自己在十二月將拍攝新劇《神槍狙擊 2013》，屆時能夠

與周海媚、謝天華及張兆輝等前輩合作。」今次《雷》劇
反應甚佳似助她爭視后之位，子珊直言也希望得獎，但也
要努力宣傳。子珊透露抱放鬆心情迎戰台慶頒獎禮，晚裝
亦在準備。子珊並透露，髮型師指有客人打算剪她在《雷
》劇的髮型。對於自己劇中的髮型拍得住阿姐八十年代
「樂琳頭」，子珊強調相差極遠，又指無法相提並論。

《創世紀》編劇司徒錦源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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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楓（修哥）、胡敏珊、蘇志威（阿細）與太太劉小慧及女兒，昨日到沙
田出席器官捐贈計劃的宣傳活動。不過已年屆八十歲的修哥，因為超齡而未能
捐贈，感到可惜；至於另一件教他大感可惜的事，就是契仔黎明與樂基兒分手
一事，但他覺得既然緣盡亦無法勉強，修哥道： 「他們兩人的事，外人不知道
，如果大家不能再相處，分開也是好事。」修哥亦未有就事件與契仔聯絡。

阿細一家三口身體力行支持活動，不過阿細看來似有點疲態，原來他正忙
於為即將開騷的草蜢加軟硬演唱會進行密集式綵排，希望屆時有突破性演出。
對於被傳年尾結婚的鄭伊健，被指到阿細開設的禮服店試禮服，小慧即否認其
事，指伊健只是為其他朋友的婚禮去試兄弟服，又謂未獲伊健邀請替他與蒙嘉
慧設計婚紗。

胡楓為黎明離婚感可惜

YoYoYoYo拍港台短片拍港台短片
得伊健教路得伊健教路

▲▲YoYoYoYo執導演筒，拍執導演筒，拍
攝上得伊健（圖）教路攝上得伊健（圖）教路

▶ 阿 細
（左）和
劉小慧證
實伊健沒
有到其禮
服店試結
婚禮服

▲胡楓對契仔黎明與樂基兒
離婚，感到可惜

▲林峯（中）、子珊（右）和Ella齊
玩遊戲

▲YoYo終如願當導演
為港台拍攝短片

▲唯唯（左）和智雯希望在台慶頒
獎禮齊得獎

▶汪圓圓（右）與表妹湛
琪清一起出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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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琪峯對司徒的離開感到
傷心

▶樂仔表示司徒的離世是香港電
影的損失

▲司徒回無線創作的經典劇集《創世紀》

◀彭順（右）和青雲在泰國拍攝司
徒的遺作《逃出生天》

▲享年四十八歲的司徒錦源
因肺癌與世長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