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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回自己演回自己演回自己姚焯菲首拍劇
炎明熹飾演問題學生有喊戲有喊戲有喊戲

首次拍劇的Gigi表示，她在劇中飾演
心理有問題的學生，自己心情非常

緊張，因昨日才第二日開工，所以只拍了
少少，問到可會有感情線？Gigi笑說：
「可能我同Chantel有，（ 至於可會有親
熱戲？）可能有，大家要留意收睇。」不
過Chantel就稱年紀尚輕，應不會有這些
情節。Gigi又透露會有喊戲，問到可驚喊
唔出？她說：「有少少緊張，應該可以，
導演會幫我。」
談到她日前接受鄭裕玲（Do姐）的電

台節目訪問，事後Do姐大讚她轉數快，
適合娛樂圈工作。對此Gigi說：「多謝
Do姐，覺得佢好好人。」提到她的外貌
及髮型被指跟近日熱播的韓劇《魷魚遊
戲》中的木頭人相似，Gigi笑言覺得自
己的髮型齊蔭和眼睛最為相似，就算被
指似卡通人物野口同學，她估計都是因
為髮型似。同樣是首次拍劇的Chantel表
示，編劇很細心，知道他們第一次拍
劇，沒有給他們好難演的角色，都是演
回自己，不需要特別去扮。同時要兼顧
學業與拍戲的她，近日在社交平台表示
要重做功課，她否認要重做：「嗰份係
好耐之前，新功課係視藝老師畀，我好

驚『肥佬』，因為我畫畫唔係太靚。」
她又稱現時有時間就會做功課，而她大
多是在假期才拍劇，故不擔心拍戲影響
學業。問到二人覺得拍戲難還是唱歌較
難？Chantel表示昨日才首日開工，加上
是首次拍劇，相比下覺得唱歌較易；至
於Gigi亦覺得唱歌比較容易，拍戲就要
花多些時間。

鍾柔美童星出身常NG
至於Archie及Yumi在受訪時表示，他

們在劇中飾演學生。童星出身的Yumi被
Archie 大爆拍劇時經常
NG，Archie笑着對Yumi
說：「你講吓你噚日（即
前日）NG咗幾次？」
Yumi就解釋：「我哋都
係啱啱開始拍，初時唔慣
個環境，有啲NG，但慢
慢就習慣，（但你有過演
出經驗？）之前啲經驗都
有啲幫到我，（NG咗幾
次？）我冇數，因為我太
專注喇。」Archie就笑謂
有幫Yumi數NG次數，

不過他亦有讚對方演出好專心，加上她演
出的那場戲很難演，又有其他人在場，有
少少錯就要重拍。
Archie又表示他們有很多群戲，因為沒

有拍劇經驗，講對白好容易便踏前了遮到
其他人，這些最基本的但他完全沒有概
念，可能很多時在台上唱歌都是一個人，
不會留意到自己會遮到其他人，所以拍戲
時不能隨便郁動。問到他NG多唔多？Ar-
chie笑說：「我哋少對白，好難NG好
多。」他又指導演設計角色時，有些角色
是跟本人性格相似，但有些卻是完全顛

倒。問到拍劇可感吃力？他
說：「每個人吃力嘅位都唔
同，演戲唔係純講嘢，我嘅
吃力位係講嘢會行前一步，
唔就機位，但拍戲原來唔係
純粹望住對手講對白咁簡
單，要就機位。（會唔會唔
習慣着校服？）又唔會，我
都係四五年冇着校服啫！」
Yumi大讚劇中的校服很

靚，仍是學生的她強調，現
實中的校服沒有劇中的那麼
短。

香港文匯報
訊 昨日從美國休
斯頓（Houston）傳
來有「最美楊貴妃」
稱號的舞蹈家、演員周
潔去世的消息，終年 60
歲，導演胡雪樺昨日亦在微
博證實此事。
周潔13歲進入上海歌劇院，15

歲開始參與多場大型舞蹈表演，她
曾是上海歌劇舞劇院國家一級舞蹈演
員，中國當代舞蹈界代表，中國舞蹈家
協會理事表演藝術委員會委員，歷屆
CCTV全國電視舞蹈家大賽評委，藝術
家。
1980年在電影《垂簾聽政》、《火燒圓明

園》中分別飾演麗
妃。到了1992年主演電
影《楊貴妃》更讓她聲名
大噪，並贏得「最美楊貴
妃」的封號。周潔亦曾與張國
榮在陳凱歌執導的《風月》中
合作過，兩人在片中更有親熱
戲。
1997年，周潔在美國創辦「美國周

潔國際舞蹈學校」。2002年，她回國在
上海開辦了周潔演藝中心。2010年，她又
在上海開辦了第二所同名舞蹈學校。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央社報道，
第56屆電視金鐘獎頒獎典禮前
晚順利落幕，《天橋上的魔術
師》包辦戲劇節目等6獎成
為本屆金鐘大贏家，已故
藝人小鬼（黃鴻升）今
年以《綜藝玩很大》
角逐金鐘益智及實
境節目主持人獎，
最後差1分惜敗
於曾國城。
曾國城以
《一字千金

鬥字英雄會》打敗小鬼的《綜藝玩很
大》摘下益智及實境節目主持人獎。
他坦言在台上看到《綜藝玩很大》另
外2名主持人吳宗憲與KID，在座位
之間擺了小鬼設計的公仔，一度語
塞。
曾國城難掩悲傷表示：「我覺得

對黃鴻升不好意思，9月中又是
（他的）對年，我會跟他分享這喜
悅，相信我得他也會很高興，我剛
剛也去陪他爸爸。」過程中眼眶一
度含淚。
《綜藝玩很大》無緣得獎後，吳

宗憲在臉書表示：「我們都盡力
了，謝謝大家對《綜藝玩很大》的
支持。小鬼，我們都愛你！」KID
則發文：「真的太可惜了，沒關
係！明天睡（醒）起來，錄影還是
要繼續，謝謝大家的支持，我們會
繼續努力滴。」
綜藝節目獎與益智及實境節目

評審召集人賴勛彪透露，兩個節
目分數只差1分，分別為95分和
94分，評審團從頭到尾沒有達到
一致想法，最後選擇開放自由投
票。賴勛彪表示，「今天開票

後，我也覺得很意外，因為分數
非常接近。」
賴勛彪表示，評審團談到小鬼

時，一開始的確有感情還有輿
論的影響，但最後仍
回到討論主持人專
業度的本質，
「曾國城能把很
冷門的文字節
目操作很流暢，
趣味橫生，功力
上面是所有人不
容忽視」。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引述外電報道，
「透過電影看20世紀的中國」電影節已在俄
羅斯聖彼得堡阿芙樂爾影院順利舉辦，6部參
展電影向觀眾展現中國20世紀歷史。參加展
播的電影包括《懸崖之上》、《建軍大
業》、《聽風者》、《歸來》、《芳華》和
《唐山大地震》。
這6部電影扎根歷史土壤，以懸疑、驚

險、動作等不同電影類型，展現20世紀歷
史事件和人物命運。觀眾奧爾加說，通過電
影了解中國20世紀歷史，可以更好地了解

當今中國的發展歷程。本次電影節由新西
伯利亞國立技術大學孔子學院舉辦，此
後還將在莫斯科舉辦一周展播活動。
另外，據燈塔專業版實時數據顯

示，截至10月3日17時32分，電
影《長津湖》上映第4天，總票
房突破14億元人民幣，觀影
人次達 2,861 萬。主旋律大
片有荷里活大片不具備的
獨特性，便是中國人的
情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一年一度
頒 獎 典 禮 「THE FACT MUSIC
AWARDS 2021」（TMA 2021）前日在韓
國仁川揭幕，「少女時代」出身的人氣韓國女
星徐玄成為今年TMA的主持人。
BTS在今屆TMA奪5獎成大贏家，包括連續4年

奪下Grand Prize（大賞），再加上Artist of the Year
（本賞）、Listener's Choice Award、Fan N Star Most
Votes Award，以及IDOL LIVE Popularity Award。BTS
也表演了《Boy with Luv》、《Butter》與《Permis-
sion to Dance》，展現了強大的舞台實力。
至於Super Junior（SJ）、SEVENTEEN、AS-

TRO及姜丹尼爾等藝人亦有出席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王家衛導演早前跟蘇富比合作，公開30件「澤東庫
藏」公開拍賣。王家衛特別感謝其妻陳以靳：「我太太是惜物之人，
我要感謝她，以及整個背後團隊多年來的默默努力，將這個歸宿發
展到今天的『澤東庫藏』。從澤東成立以來，每一部電影，只要力所
能及，我總會盡量留下可以收藏、值得收藏的東西。從文字到影像、聲
音、服裝、道具，以至衍生物。我都希望為它們提供一個歸宿。在我手
裏，這個歸宿只是一個小倉庫。」對於「澤東庫藏」的未來，王家衛用五個
字表示，「有燈就有人」。
除了較早曝光的這兩件經典之作外，為紀念澤東電影三十周年的30件藏品也

於近日正式與大家見面。《花樣年華》秘密（「2046」門牌金屬號碼、梁朝偉飾
演的周慕雲在戲中寫小說的筆和火機）、《東邪西毒》中張曼玉戴過的鳳冠、《一
代宗師》系列（書法金箔木牌匾、一橫一直海報）等，它們大部分來自於王家衛不同
的電影。每一件都代表着電影從製作到面世的不同工序，也均來自於「澤東庫藏」。

聖彼得堡展播6部中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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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S
勇奪TMA五獎

黃鴻升遺憾無緣金鐘獎

王家衛感謝愛妻藏經典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梁靜儀）炎明熹

（Gigi） 、 姚 焯 菲

（Chantel）、鍾柔美

（Yumi） 、 冼 靖 峰

（Archie）、文凱婷及

何晉樂等多位聲夢學

員，昨日以校服造型

出席無綫青春劇《青

春本我》拜神儀式，

TVB總經理 （節目內

容營運） 曾志偉與高

層樂易玲、首席創意

官王祖藍及星夢娛樂行

政總裁何麗全亦有到場

支持，司儀又宣布Gigi

首支單曲《真話的清

高》榮登熱唱榜第一

位。Chantel表示首次

拍劇，都是演回自己；

而Gigi表示在劇中飾演

心理有問題的學生，

並會有喊戲。

●《一代宗師》系列海
報。

●《建軍大業》是
為慶祝中國人民
解放軍建軍九
十周年而製
作 的 獻 禮
影片。

●●《《青春本我青春本我》》昨昨
日舉行拜神儀式日舉行拜神儀式。。

●● 曾志偉到場支持青曾志偉到場支持青
春劇春劇《《青春本我青春本我》。》。

●●冼靖峰笑指鍾柔冼靖峰笑指鍾柔
美拍劇頻吃美拍劇頻吃NGNG。。

● BTS連續四年獲得年度
大賞。

●● 炎明熹與姚焯菲炎明熹與姚焯菲（（左左））
首次拍劇難免緊張首次拍劇難免緊張。。

●● 周潔曾主演電影周潔曾主演電影
《《楊貴妃楊貴妃》。》。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藝人曾國城拿下益智藝人曾國城拿下益智
及實境節目主持人獎及實境節目主持人獎。。

●● 王家衛表王家衛表
示太太是惜示太太是惜
物之人物之人。。

●●憑憑《《綜藝玩很大綜藝玩很大》》入入
圍金鐘獎圍金鐘獎，，黃鴻升惜敗黃鴻升惜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