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 馮 小 剛 、
華誼兄弟及觀瀾湖合資的 「電影公社」前
天於觀瀾湖奠基，晚上舉行派對。除了馮小剛、華誼兄弟老闆王中軍、
觀瀾湖老闆朱鼎健出席外，不少嘉賓到場支持，包括楊紫瓊（Michelle)
、洪金寶夫婦、葛優、艾頓保迪（Adrien Brody）、王敏德夫婦及兒
子、何平導演、陳妍希、安以軒、陳沛嘉及姚明等。

馮小剛表示，位於觀瀾湖的影城已有部分建成，預計二○一四年在
影城拍攝首齣作品，今次可形容為夢想成真。問到他們投資多少？朱鼎
健指，現在建成的一部分已投資了十億元（人民幣，下同），總投資額
將高達五十億元，共佔地一千四百畝。問馮小剛會否再邀奧斯卡影帝艾
頓保迪合作？他說： 「當然會。」艾頓保迪亦表示，想與馮導再合作。

楊紫瓊無意從政
Michelle前晚心情極靚，問是否已踏入人生另一階段？她立即展示

左手無名指的心形鑽戒，笑指自己已踏入人生另一階段。Michelle說：
「我們感情很好，大家有相同嗜好。我覺得一對伴侶最重要的是互相尊

重、欣賞。」問到他們是否已結婚？她說： 「未，但他求了好多次婚。
每次他求婚，我都很開心，很享受。」那男友是否很失望？她笑言不會
，可能對方都很享受。

Michelle又指，若有孩子的話，要給他們一個身份，才要簽紙結婚
，現階段她覺得不太需要，他們是兩個成年人，但不排除有朝一日會想
結婚；現時自己很幸福，有很多侄兒、侄女以及契仔、契
女。她又會領養嗎？Michelle認為領養是很大
問題，當父母是很偉大及負上很大責任，有
小孩子的時候，就改變整個人的生活。

有 傳 她 將 接 拍 女 版 《 轟 天 猛 將 》 ，
Michelle表示，還沒有接到消息，自己要先看
劇本，但該片很具代表性，若有機會演，她會
很開心。另外，有傳她將在馬來西亞從政，
Michelle說： 「No（不）啦！政治家擁有不同
的生活，很複雜的，不止代表自己，要保持中
立，這並非自己的理想。我對自己好坦白，政
治 家 不 是
我 的 理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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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碩良（Jun）前晚於九展舉行
迷你音樂會，早前他事先張揚向傳媒
表示，會給大家想看到、會報道到的
事。前晚果然，其緋聞女友林憶蓮

（Sandy）到場支持，於音樂會尾段現
身，二人合唱情歌時深情對望，而Jun的

父母亦有入場欣賞。

嘆開騷唔易
音樂會全場爆滿，約五百名觀眾在企位欣

賞，Jun 演出十多首歌，好友馮允謙、Ari、
Matt Heanes等音樂人任嘉賓。心情興奮的他
於台上大飲啤酒，而且與 Rapper 好友一同分
享，唱到《Do It All Over Again》時，

他更與兩位外籍火辣女舞蹈員跳起舞來。
演唱會中段，Jun發表感言，說： 「去年

於同一場地舉行可容納三千多人的演唱會，今
年縮減到六百人的場地，證明市道沒有上升，
藝人真是不易做，所以要做回自己。」之後，
他大講英文同音粗口笑話，全場觀眾鼓掌發笑。

至尾聲時，Jun 特別向後台方向稱：
「Sandy where are you？（Sandy，你在哪

？）」全場即時歡呼，憶蓮隨即現身。Jun稱
讚緋聞女友漂亮，二人深情互望合唱情歌。他
更搞笑地指台下觀眾笑稱： 「你班衰仔，佢一
出場就即刻影相。」Sandy大讚音樂會好正，
之後唱出由Jun為她作曲的《兩心花》，更感
謝對方為自己寫出這首好歌。

陳玉蓮（蓮妹）自二○○七年後再為無線拍
攝的新劇《名媛望族》，今晚推出，她將與劉松
仁（松哥）合作，飾演夫妻。一直以來，蓮妹都
是大家心目中永遠的 「小龍女」，她坦言，已不
是當年的蓮妹，每個人都要成長，現在還停留在
上世紀八十年代是很可怕的事。

謝謝松哥
陳玉蓮在劇集《神鵰俠侶》中扮演不食人間

煙火的小龍女，深入民心，她自覺也可以（不食
人間煙火），並笑道： 「大家找我時，我都在山
區做慈善工作，幫助小朋友。」

自二○○七年後再度為無線拍劇，蓮妹表示
，只要劇本合適，不介意再拍劇，而《名媛望族》
是她與劉松仁第二次合作。她直言，松哥對自己
的演繹有嚴格要求，更說： 「我們飾演一家人，

不可以獨個兒做戲，松哥叫我要投入些。」不過
，松哥深知蓮妹我行我素的性格，遂提醒她要和
大家融洽相處，加上該劇有很多好戲之人參與，
要用心演出。

偷師楊怡
有否因此怕了松哥？蓮妹表示不會，明白松

哥是為大家好。她笑道： 「他擔心我還是古墓派
，其實他根本沒責任要做這些，所以很多謝他的
提醒，我也不會將恩德變成仇。」蓮妹又大讚劇
中另一主角楊怡表現出色，有幾場內心戲演得很
好，自言要向她偷師學習哩！

蓮妹近年成立 「逍遙一族」，積極在內地山
區做慈善，幫助十四至十七歲的年輕女孩脫貧，
學習中醫以改善生活環境。至於個人感情生活，
她笑言，沒感覺到有追求者。

「綠 燈 俠 」 賴 恩 雷 諾 士
（Ryan Reynolds）昨日在海口觀瀾
湖接受香港媒體圍訪。今次在海口打了三
天高爾夫球，賴恩發覺自己幾鍾意這項運動，
並會將整套高爾夫球用具帶回家，希望有機會再打。問到其
女星太太碧琪麗芙莉（Blake Lively）不在場會否覺得可惜
呢？他即表示不好意思，不會回答這個問題。

學普通話嗌難
明年尾賴恩會到北京拍戲，但他未知角色，只知有幾位

中國演員參演，自己也要學少少普通話，現在他懂得講 「你
好」、 「謝謝」及 「好球」，而拍攝前他會有十個月學習。
問他覺得學普通話難嗎？他表示，每學一件事都有難度，最
重要是嘗試。

最近有消息指，賴恩將會演《變種特攻》（X-Men）
外傳《死侍》（Deadpool），他表示，要先看劇本。談及其
心目中的英雄，他說： 「是米高霍士（Michael J. Fox）
，我在他身上見到奇迹。他成立了基金，我會支持他。」

十月二十三日是賴恩的三十六歲生日，他不禁嘆氣，表
示三十歲還會去慶祝，三十六歲就不會了，自己將會返回紐
約，屆時看家人、兄弟如何跟他慶祝。記者即場教他講 「生
日快樂」的普通話，他聞言大皺眉頭指好難，更鬼馬的說出
一句不知是什麼語言的話，叫記者也試講一遍。

安迪Matt捧團體獎
另外，今屆觀瀾湖高爾夫球賽圓滿結束，昨晚舉行頒獎

禮及打手印儀式。團體賽冠軍由《教父3》男主角安迪加西
亞（Andy Garcia）及著名高爾夫球手Matt Kuchar奪得，
Matt 同時奪得職業個人賽冠軍，中國演員王志文則獲業餘
賽冠軍，苗僑偉膺最佳衣着獎。

王志文表示，很開心能跟安迪加西亞同場打球，自己讀
大學時，看過對方不少電影，希望有機會再一起打球。他更
即場邀請安迪，對方亦一口答應。安迪指，自己打了高球二
十七年，但都不及王志文；又謂，一九九七年曾在一比賽中
奪冠，今次是相隔十多年再在高球賽獲獎，心情特別興奮，
勝利固然開心，但他最享受的是跟拍檔 Matt 的打球過程，
這是美好回憶。

恭碩良公開冧憶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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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小剛馮小剛投資影城圓夢投資影城圓夢

觀瀾湖奠基 預計2014年運作

蓮妹卸下小龍女光環

馬德鐘、陳奐仁（阿仁）和陳僖儀昨早出
席仁濟慈善行，三人即場和觀眾玩遊戲。馬德
鐘太太日前在微博上載兒子露腹肌的照片，原
來十四歲的馬仔是游泳運動員。馬德鐘笑言：
「前晚從南寧返來，發覺他已經跟我一樣高。

囝囝只有十四歲，會不會長得有點高呢。」
馬德鐘指，自己曾是排球運動員，明白運

動員的訓練很辛苦，並以過來人鼓勵兒子，現
在他覺得兒子鬥心不足，所以會為兒子訂下目
標，激發他的鬥心，希望創下佳績。馬德鐘又
稱： 「他沒說過辛苦，以前其成績是游出二十

九秒，換教練後快了一秒多，希望他可以游到
二十四秒的成績，破香港紀錄啦。」

陳奐仁等栢高扑鎚
陳奐仁和陳僖儀兩師兄妹是首次參加慈善

步行，二人笑言，很少那麼早起。
阿仁表示，新碟已經完成，MV亦拍畢，

現在只等監製黃栢高擇好吉日，於內地及香港
同時發行。陳僖儀則指，希望阿仁忙完後，可
以創作一首二人的合唱歌。

汪明荃（阿姐）、盧海鵬（鵬哥）、廖偉雄
（燦哥）、胡楓等前晚在鴨脷洲與長者共享盆菜
，大會筵開一百四十圍。阿姐到場時因粉絲太多
引起小混亂，原定獻唱兩首歌的她見觀眾反應熱
烈，加唱一首，台下的公公、婆婆鼓掌連連。

阿姐指，現正忙於為年尾在新光戲院舉行的
四十五周年圖片展覽搵相，要找舊朋友幫忙，這次
展覽亦將展出部分獎座、海報、頭飾和演唱會歌衫
等珍貴展品。另外，將於十二月二十二至三十一日
在新光舉行的十場演唱會，會否加場？她稱：「要看反
應才能決定。」問到會否開除夕倒數場？阿姐謂，
還未決定，自己已開始收身排舞，只吃雞肉和生菜。

從廣州趕返港出席盆菜宴的燦哥，他表示，
在內地從事有機農業生意接近十年，生意已上了

軌道。燦哥還有戲癮嗎？他坦言沒有了，現在工
作便是他的娛樂。

鵬哥爆粗鬧無線
剛為城市電訊完成劇集拍攝的鵬哥對於該台

能否發牌，表明與自己無關。他笑稱： 「現在自
由身，無與任何公司簽約，並已收足劇酬。如劇
集不可在港播出，可以賣埠。」

問到無線可有邀他拍劇？鵬哥稱： 「替無線
拍劇容易捱壞身體，隨時會像琴姐一樣病倒，找
你時什麼都答允，到拍劇時又是要等，等得多細
胞都死啦。」無線現正重播鵬哥有份演出的《施
公奇案》，他指，拍該劇經常在戶外等很長時間
，忍不住爆粗表示十分辛苦。

馬德鐘馬德鐘望兒子望兒子破紀錄破紀錄

阿姐被長者熱情融化

▲陳妍希開心可到
海口打高球

▲賴恩不肯講老婆▲賴恩不肯講老婆

▶▶米高霍士早年證實患上米高霍士早年證實患上
柏金遜症，但他從未放棄柏金遜症，但他從未放棄
，令人佩服，令人佩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蓮妹再為無線拍劇▲蓮妹再為無線拍劇

▲楊紫瓊享受拍拖，未肯結婚▲楊紫瓊享受拍拖，未肯結婚

▲安迪（右二起）、▲安迪（右二起）、MattMatt及王志文喜獲獎及王志文喜獲獎

▲楊紫瓊（左）祝安迪
（中）獲團體賽冠軍

▲馮小剛投資建影
城，掌控作品質素

▲憶蓮（右）為恭碩良撐場▲憶蓮（右）為恭碩良撐場

▲陳奐仁（右起）、馬德鐘及▲陳奐仁（右起）、馬德鐘及
陳僖儀出席慈善行陳僖儀出席慈善行

▲鄭雨盛現身派對

▲趙寶剛（右起）、馮小剛、艾頓保迪、王中軍、
朱鼎健、安以軒、張國立及何平出席派對

▲燦哥▲燦哥（左）（左）
及鵬哥出席及鵬哥出席
盆菜宴盆菜宴

◀◀阿姐唱多阿姐唱多
一首歌冧長一首歌冧長
者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