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 思 穎 ）向海嵐

（Anne）三年前與朋友合
資七位數字，於中環開設翡
翠珠寶店，但因疫情影響，令
生意額一落千丈，可幸她和拍檔
抱着正能量心態，從逆境中尋求
策略破解困局。
Anne在接受主播馬梓軒訪問中

透露在機緣巧合下，開拓做珠寶生
意之路，她謂：「最初認識一位朋
友，對方爸爸嗰輩已經做翡翠生
意，後來朋友提議一齊合作，由我
擔任代言人角色，後來慢慢傾落發現

大家好投契！而且對方又識設計，再遇
到適合舖位，於是就下定決心實行開
舖！」

Anne指店舖開業半年已經回本，可
是疫情令生意面對前所未有的打擊，她
謂：「可能一、兩個月先有一單生意，
因為疫情高峰期真係冇人出街購物，也
沒有宴會派對等喜慶場合，所以是一個
幾大難關！當時只能夠向業主要求減
租，慶幸我同拍檔都比較有正能量，大
家開始諗改革，努力做網上平台，同埋
構思一些新穎設計吸引顧客！」
即使面對難關，依然無減Anne繼續

做珠寶生意的決心，皆因過程中令她很
有滿足感：「我覺得做珠寶是一件令人
好開心的事，因為每一個客人來幫襯，
一定因為有開心事！而且我覺得珠寶是
一種好長遠的物件，好多人可能會將珠
寶一代傳一代，好有傳承意味！」

娛 樂 新 聞A23 ●責任編輯：梅馨文 ●版面設計：黃力敬

20212021年年55月月55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1年5月5日（星期三）

2021年5月5日（星期三）

談及《愛·回家》劇中飾演「朱凌凌」
的吳偉豪有出浴自拍片流出，盈盈表

示沒有看過，加上事件已交由警方處理也
不便去評論，不過都有傳過「心心」圖案
的短訊給吳偉豪鼓勵，只是對方未有回
覆。問到吳偉豪有否被停工？她稱自己
非高層並不知道：「但今早我開工
時就沒見到他！」對於會否提點
新人處事要小心？盈盈表示
不講這話題了！家燕姐在
旁即為盈盈解圍，自爆
險公開了個人的不
雅片段：「我不
知道吳偉豪
件事，但

我早年曾試過去洗手間如廁時，用電話玩
facebook不慎按了直播也不知，是阿女看
到後立刻話我知叫我不好再亂按掣，當時
個鏡頭對住我自己，好彩只見到個樣，哈
哈，當時都好驚，估不到自己會咁開放，
哈哈哈！」

忙買BB用品準備抱孫
談到母親節有何慶祝，盈盈表示由於媽

咪以前開餐館，所以甚少會慶祝，不過今
年她都答應了曾志偉上《開心大綜藝》，
她笑言，志偉最初叫她七姊妹扮那英、容
祖兒參與的內地綜藝節目《乘風破浪的姐
姐2》，但因佘詩曼不在港，其他姊妹又
約了媽咪慶祝，故最後改為與《愛．回
家》的媽咪級一齊上節目玩遊戲。盈盈指
老公錢嘉樂在母親節不會有表示，但兩個
女兒都會畫心意卡送給她，而她父母和老
公父母同在5月生日，已經有家庭聚會。
至於家燕於本周日的母親節約好一家
人吃飯慶祝，提到家中將多添個成
員，盈盈即予以恭喜，家燕笑
說：「還未出世，應該5月底6
月初，不過阿女以未來大
姑奶身份在社交平台寫

了些提示，個個就來恭喜我，不過近日我
真的好忙，未停過要幫BB買定日用品！」
家燕姐今次邀請盈盈來當嘉賓，主要是已
很久沒見，好掛住她，更大讚盈盈是個稱
職媽咪：「她日日開工，仍照顧得兩個女
好好，見嘉樂有時都幫手湊女，是個開心
家庭。還記得有年台慶，我握着盈盈的手
跟她說：『你一陣台慶中了獎就要結婚，
當時他倆還敷衍我！不過見到他倆結婚真
的好開心！』」盈盈也記得這一幕：「我
最後真的中獎贏了一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由香港電影評論學會主辦、為期11日
的「嶺上起風雲──林嶺東電影回顧展」於前晚以林嶺東導演有份參
與的《七人樂隊》這部電影遺作做閉幕電影，為他的個人電影回顧展
畫上圓滿句號。
閉幕電影邀請到《七人樂隊》監製兼導演之一的杜琪峯出席映後分
享，杜Sir與林嶺東識於微時，既是前輩大導演王天林的得意門生，在
電視台階段又合作過不少電視劇，感情深厚。杜Sir在分享會上回憶他
第一次觀賞《七人樂隊》─《迷路》一段的深刻感受。
杜Sir表示：「我們幾位導演也在無綫電視台出身，因為有菲林，令
我們在電影業這個範疇上有作為。菲林是很值得紀念的，它記錄了很

多香港的故事和
導演的心血，這
部電影就是向菲
林這死物致敬。
後來我想邀請其
他對香港電影很
大貢獻的導演，
例如洪金寶和八
爺（袁和平），
吳宇森本來也想
拍，可惜身體不
好，最後沒有拍
到。每位導演皆

令我覺得他們有些心
底點滴，令我覺得感覺
最強的，是林嶺東一段，我
們從小玩到大，從來沒想到他
會拍《迷路》這個題材。林嶺東拍
的人物和劇情很硬淨，很有劇場的效
應。他是一個潮州怒漢，好像他的作品，
所以想不到他會拍《迷路》，看後才發現他
的根在香港。希望大家支持香港電影。」

14場經典放映反應熱烈
這次回顧展上，共選映了11部林嶺東導演的作品，共

14場場次，包括《龍虎風雲》（1987）、《最佳拍檔千里救
差婆》（1986）、《監獄風雲》（1987）、《學校風雲》
（1988）、《俠盜高飛》（1992）、《高度戒備》（1997）、《目
露凶光》（1999）、《奇逢敵手》（2003）、《鐵三角》（2007）、
《迷城》（2015），其中多部經典電影如《龍虎風雲》、《學校風
雲》、《俠盜高飛》等門票火速售罄。
除了電影放映，回顧展同時舉行了兩場座談會，邀請了導演鄭保瑞
及袁潔瑩出席。鄭保瑞在座談會上分享替林導擔任副導演的師徒點
滴。袁潔瑩則大談「演員的突破與挑戰」。多部片約在身的影帝任達
華，亦抽空出席《俠盜高飛》的映後分享，緬懷他十分敬重的林導，
並強調導演給予他演戲的生命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由敖嘉年主
演、張子丰執導的微電影《有拖無欠》於第8屆
微電影「創+作」支援計劃（音樂篇）專業組，
奪得「最佳微電影男主角」金獎、「最佳微電影
製作大獎」金獎、「最佳微電影編劇獎」三個獎
項，前晚特地舉行祝捷會，嘉年和子丰手執獎項
興奮給傳媒拍照。
子丰透露：「今次是從200個參賽製作團隊再
甄選出10條短片，自己花上2個月時間寫劇本籌
備。」嘉年續指：「原本故事有多兩個結局，最
後因片長關係，便以開放式結局作結，在短短22
分鐘內，描述一個收數人追債時所發生故事。」
由於反應不俗，子丰不排除把故事加長，轉化成
電影版，再物色投資者製作，男主角別無他選，
現屬意嘉年演出，子丰謂：「我3年前執導過電
影《吃貨神探》，當時成績不理想，希望有機會
拍一部好電影給觀眾欣賞。」
今次頒獎禮因疫情關係，以網上直播形式進

行，當日二人都抱着緊張心情靜待公布，嘉年
謂：「我坐在公園看直播，好耐沒試過這麼緊
張，就像當年在無綫角逐飛躍進步男演員同男配
角的心情，這次更加忐忑，畢竟這次是由零開
始，再慢慢培育出來。」同樣緊張的子丰謂：
「我不敢返公司睇直播，便在公司樓下餐廳同
朋友食飯，後來不停收到同事報喜，最後連奪
3個獎，自己也呆住，太過驚喜。」

香港文匯報訊一間激光矯視中心日前
舉行全新形象大使比賽，第一回投票現正
進行中，最後九強的參賽者分別是Sobi、
Star、 Pearl、 Angel、 Nicole、 Jack、
Yuri、Lorenzo、Andy。即日起至 5月 5
日透過Clarity SMILE facebook 專頁，可
投票支持自己的心水參賽者，選出最耀眼
的 Image Boy and Girl。當中 Star 激似
「瓊瑤女神」陳德容，同樣有一對圓碌碌
的大眼睛，仙氣十足，引起不少網民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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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盈盈未見吳偉豪返廠開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湯盈盈

前晚到新城電台接受薛家燕主持的節

目《開心大派對》訪問。《愛‧回

家》演員吳偉豪疑似有不雅片流出，

同劇的盈盈前晚被追問這話題，她坦

言有對此發短訊給吳偉豪，但未獲回

覆，亦未見對方返廠開工，而家燕姐

也自爆如廁時用電話玩社交網，但不

慎按了直播也不知，幸好女兒及時提

醒，沒拍到什麼，總算有驚無險。

家燕姐家燕姐用電話錯手

直播如廁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杜琪峯（杜Sir）、鄭欣
宜、盧瀚霆（Anson Lo）早前為虛擬銀行拍攝宣傳片，昨日三
人到尖沙咀出席記者會，現場又首播宣傳片。首拍廣告的杜Sir，
大讚欣宜及Anson Lo比他叻及醒目。
杜Sir與欣宜及Anson Lo在台上分享拍攝感受，主持問杜Sir跟兩位

對手合作的感受時，他風趣說：「對手？點對呀？無咩感覺，有時我
呢啲冇演開戲嘅，對住佢哋其實我係新仔，叻我好多，時代不斷在變，

其實年輕同年老唔會相差太遠，可以參與年
輕人活動同工作都幾開心。」

首拍廣告自認是新仔的杜Sir說，
被問到對自己的演出給予多少
分？他說：「導演叫我做咩就做
咩，因為坐得太低睇唔到，都
係幾好的體驗，原來做演員
咁舒服，入行40幾年來未
試過喺片場咁開心、咁冇
負擔同咁享受，之後如

果有人請都會繼續
拍。」

杜琪峯自認新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抗癌歌手李明蔚
（Sarena）於 2012 年患有罕見「鼻咽腺樣囊性
癌」，一直努力抗病的她，昨日最終敵不過病魔撒
手人寰，終年31歲。
近月來Sarena病情轉差，要靠嗎啡止痛，昨日

其好友馬浚偉在Sarena的社交平台宣布死訊：「按
照Sarena李明蔚的意願，本人（馬浚偉）代表她的
家人在此公告，明蔚於今天，即2021年5月4日下
午5時10分，回到了天父的懷抱。感謝各方對明蔚
一直以來的關心、支持和愛護！感恩！祝福大家！
Amen！」
馬浚偉亦在自己的社交網上說：「不用痛了！不
用怕了！乖乖在天家等馬仔哥哥！我們靜待那天，
再見！」

回顧展以《七人樂隊》作結

名導影帝出席緬懷林嶺東

向海嵐
疫下無減做珠寶生意決心

形象大使比賽驚見「翻版陳德容」

李明蔚不敵癌魔離世

●參賽者Star(上排中)
被指激似陳德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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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燕姐大讚湯盈盈是個稱職媽咪。

●杜琪峯(中)與林嶺東識於微時。

●杜琪峯昨日出席虛
擬銀行廣
告發布
會。

●向海嵐在機緣巧合下，開
拓做珠寶生意之路。

●敖嘉年(左)和張子丰手執獎項興奮給傳
媒拍照。

●●近日疑似吳偉豪的不近日疑似吳偉豪的不
雅片流出雅片流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家燕姐新抱有喜，預產期大概本月底。
網上圖片

●李明蔚生
前獲好友馬
浚偉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