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莊思敏前晚為網上購物平台進行直播，並
請來葉凱茵和寶珮如做嘉賓。
莊思敏表示自己是這個購物平台老闆之一 ，做直播節目主要為大家攞

折扣：「最少希望爭取到七折，之前賣鑽石試過攞到一兩折，現因為經
濟差咗改賣乾貨同食物，做咗呢個平台年幾，都搵到餐飯食。」
說到她有份主持的無綫節目《姊妹淘》，最近突然宣布停播，莊思敏

說：「自己係第一代主持，都做咗十年都覺得可惜，希望用另一個方式
再見大家，（可知停播原因？）未了解，等完咗奧運公司冇咁忙先去
了解。（有冇新工作安排？）未有，不過我仲有部頭合約。」
她表示最近剛由內地工作返港，原本兩個月的工作，因抵埗時剛巧
廣東省疫情爆發，結果工作變成得3日，工作之旅變成遊玩團，幸好
有部分工作已收錢。她又謂老公近日由台灣來港陪伴兼接種疫苗，預
計到聖誕後才返台灣。

君如指開拍前也跟導演磨合了數個月，尤其製作費上只
得三千萬元，而戲中有很多跑步和特技場面，卻又不

可忽略戲中的母子情，所以都要精確計算。問到老闆古天
樂有否揼她心口？君如笑說：「古天樂只叫我睇餸食飯，
也明白不能放盡拍，會變成無底深潭！」君如直言已減
收演員片酬，是減足三分之二，監製費亦一條數計算在
內：「畢竟這都是自己想做，有意義也沒所謂，古生
和我合作了多年，他的創業作《金雞S S S》已經一起
合作，他對我好有信心，他說『你話得就得啦』，那超
支唯有就在我片酬裏面拿囉！」
君如表示電影開拍前先獲得蘇樺偉媽媽「蘇媽」同
意取得版權，再向蘇樺偉了解拿資料：「跟蘇媽相處
傾了很多次，也有很大感觸知道蘇媽艱辛地湊大偉
仔，即使私隱蘇媽也不介意去講，但我說不是要
拍私隱，是希望拿感覺去化成角色，而且也不是
要模仿她，是想有經歷便自自然然會似她！」

眾演員皆入戲演技超標
至於蘇媽今次對選角有否意見？君如表示沒

有，而蘇媽雖然未看該片，但拍攝時有去探班，
當看着還原一比一她住過的舊居場景，也令她回
憶起當年如何湊大兒子，更說百般滋味在心頭，
所以君如也打算開一場特別場給她看：「蘇媽說
怕到時會喊出來，我話你一定喊硬，其實如果
有人拍吳君如傳，我都會喊，下次搵人拍我
先，但都是到90歲時才拍吧！」
君如坦言以前拍賀歲片、商業片都手
到拿來，今次監製一部勵志片實在是一

大挑戰，所以劇本上放了很多心血和時間，整理半年到開
拍前每個部門都要圍讀劇本。戲中除了蘇樺偉的真人真事，

亦都有一些創作，當中更不乏感人場面，賺人熱淚。君如苦
笑說：「我由頭喊到尾，從第一場攬着阿仔到醫院就喊。導
演就說如果你喊不出來，就滴兩滴假情假意（眼藥水）或者
我大巴摑你，但其實戲寫得不好怎麼喊也沒有意義！」而她
印象最深刻的是跟兒子鬧大交的一場戲：「真
的拍到心臟病，拍足兩三晚，由於所租的營地
11點便關燈，每晚想拍好一點，結果又要熄
燈！」不過她大讚飾演成年版蘇樺偉的梁仲
恆好專業：「可能他是舞台劇出身，試過在
roll機前，他大力攬着我話好「掛住我阿媽」，
然後大家立即埋位，拍完之後我們的澎湃情緒仍然
停不下來，之後我都問這是否演藝學院需要的技
巧，要挖出自己傷痛的地方！」梁仲恆坦言自己母
親已離開了，而始終演角色也需要入邊有自己，所
以要擺最真的一面出來！君如大讚其實三位演蘇樺偉
不同階段的演員也很出色，簡直是超標。

梁仲恆揣摩蘇樺偉舉止
梁仲恆表示揣摩成年版蘇樺偉角色，演出前有約他

出來跑步、打機，但沒「撩」他講過去，因為在其自
傳已知道一切，反而想知他的生活和日常舉止形態：
「因為今次不是拍真正的紀錄片，有加創作劇情可以
填補，不過最大的難度就是要模仿他講說話，因為本
身偉仔說話是大家要好畀心機才聽得到，但演戲不可
以這樣，卻又不可失去偉仔說話的神髓，所以我跟導
演和少年版的馮皓揚也一起努力去練。」及至他演
出前也特別請教練幫助要練出肌肉的線條，還有一
日吃足四餐加蛋白質，不過夜晚一跑就已經消耗
了。問到有否與蘇樺偉一起跑步，誰跑得快？梁仲恒笑
說：「有，但當然跑不贏他啦，他是奧運金牌！」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阿祖阿祖））以殘疾運以殘疾運

動員蘇樺偉的奮鬥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動員蘇樺偉的奮鬥真人真事改編的電

影影《《媽媽的神奇小子媽媽的神奇小子》》，，由慣拍商業片的由慣拍商業片的

吳君如監製兼主演吳君如監製兼主演，，她坦言最初是老闆她坦言最初是老闆

古天樂古天樂（（古仔古仔））介紹新晉導演尹志文介紹新晉導演尹志文

給她認識給她認識，，但明白到拍運但明白到拍運

動片等同歌舞片在投資動片等同歌舞片在投資

上一定有風險上一定有風險，，她就憑她就憑

着着「「人生必須要有希望人生必須要有希望」」

的信念的信念，，加上古天樂加上古天樂

對她說對她說「「我出錢你我出錢你

出力出力」」，，最後也最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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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淘》突停播
主持莊思敏感可惜

無綫為員工安排外展新冠疫苗接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 無綫昨日參

與由香港特區政府開展的 2019冠狀病毒
病疫苗外展接種服務，響應政府「全城起
動 快打疫苗」運動，與市民攜手抗疫。
在公務員事務局的協助下，無綫於電視

廣播城為員工安排新冠疫苗外展接種服
務，並成功為約280位尚未接種疫苗的員
工接種首劑復必泰疫苗。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及疫苗顧問專

家委員會成員曾浩輝醫生昨日到電視廣播
城，與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主席許濤、副總
經理（綜藝、音樂製作及節目）曾志偉、
助理總經理（藝員管理及發展）樂易玲及
汪明荃，到現場為員工及外展隊打氣，並
感謝他們共同為抗疫出力。許濤說：「無
綫電視積極鼓勵員工履行公民責任，盡快
接種疫苗，建立更健康及更安全的工作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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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製拍攝勵志片是一大挑戰

君如獲老闆古仔

●莊思敏

●電影《媽媽的神奇小子》根據殘奧田徑賽金牌得主蘇樺偉真

人真事改編。

▼君如「母
子」戲外的感
情亦很好。

●吳君如大讚舞台劇出身
的梁仲恆表現好專業。

出錢力撐

▲聶德權(右五)昨到
電視廣播城視察疫苗
外展接種情況。

◀藝員麥詩
晴在公司接
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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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深圳聯絡部副主任鄭戰良、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深圳市

委統戰部副部長李勇、深圳市委推進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市政府港澳事
務辦公室）副主任趙志英等領導出席致辭。
主禮嘉賓有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毅，大紫荊
勳賢楊孫西，中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世界
儒商聯合會會長、孔教學院院長湯恩佳，中
國僑聯顧問王欽賢等，以及政經名流、社團
領袖和大灣區創業創富的企業家、傑出青年
100多人出席了活動。
陳百里致辭時表示，今年是「十四五」開

局之年，大灣區的建設給香港的經濟發展提
供了很多的機遇，我們抓住機遇，積極融入
大灣區的建設之中，融入到國家的發展大局
之中，香港就一定會走向繁榮穩定的未來。

創刊號有品味夠大氣
李勇致辭時說，創刊號編得有品味、夠

大氣、正能量。期望刊物今後要堅持宣傳好

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堅持總結好大灣區發
展的新經驗、新成就，堅持發現和樹立大灣
區青年創意創業的好故事、新人物。
主辦方代表、全港各區工商聯會長盧錦欽
在歡迎辭中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
國；沒有祖國的強盛，也就沒有香港的美好
未來。他表示，全港各區工商聯在深圳福田
區創辦了深港商貿科技合作基地及香港青年
福田創新創業社區，幫助香港青年來深創
業。現在已經有幾千家企業融入到深圳和大
灣區中，香港與內地的交流合作正開始一個
新紀元。
主辦方代表、傑出華人文化促進會執行會
長、《大灣區時代》社長黃正浩致辭說，
《大灣區時代》雜誌的創立，得到了中聯
辦、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
得到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副主任譚
鐵牛、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等政要賜題賀
辭，以及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等百多家
商會社團機構聯名祝賀。

《大灣區時代》緊跟時代脈搏
《大灣區時代》是以「創富者和成功者的
最愛時代讀本」為目標；以粵港澳大灣區時
代人物專訪報道為主軸，緊跟時代脈搏，把
創業創富者的智慧、理念及其個人魅力反映
出來。它將以印刷版+網絡版+新媒體傳播方
式分享。創刊號人物有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霍英東集團總裁霍震寰；全港各區工商聯執
行委員會主席楊凱山；著名教育家、慈善家
邊陳之娟；以及全球華人傑青、全港各區工
商聯傳媒資訊委員會主席趙雨彤等粵港澳大
灣區一批成功的企業家和傑青創業家。
同日舉行以「融入大灣區，把握新機
遇」為主題的分享會。來自劍橋教育集團
董事長肖凱、裕億集團董事長翁志明、博
勝集團CEO潘智豪、思特迪新材料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創始人何康強等四位創
業創富精英，與大家分享了他們融入大灣
區的精彩故事。

7月21日，香港汕
頭商會在會所禮堂舉
行第 36、37 屆會董
會交接儀式，王文漢
從上屆會長孫志文手
上接過印信，正式當
選為第 37屆會長，
新一屆會董會即日正
式執事。
孫志文致辭時表
示，在任期間，在歷屆會長指導及各
位會董同仁的配合下，發揚愛國愛港
愛鄉的精神，傳承商會的優良傳統，
盡心辦好會務。他指新一屆人才輩
出，定能推動該會有更好的發展，承
諾日後定當盡力協助會務發展。
新任會長王文漢致辭時表示，承蒙

大家厚愛，推選他為新一屆會長，衷
心感謝大家的支持。他讚揚孫志文在
任期間，為會務發展盡心盡力，貢獻
良多。他指新一屆精英雲集，未來定
當與會董同仁同心協力，為會務發展
努力，積極吸納有幹勁的潮籍人士入
會，力爭將會董會人數擴展到 200

位，使商會成為潮州系最大社團之
一。將引入新思維、新動力，打造更
強更大的商會，讓傳統商會與時俱
進，為家鄉建設、為香港的繁榮穩
定、為祖國富強昌盛作出應有的貢
獻。
第37屆會董會主要成員包括：會長

王文漢，常務副會長陳燦標、李志
強、吳漢忠、孫淑強、朱俊豪、鄭民
昌、周駿達，副會長黃琰、許曉東、
吳泰榮、陳燕萍、鄭瑞欽、王漢興。

踴躍捐款賑災河南
災難無情，人間有愛，一方有難八

方支援。新任會長王文漢第一時間緊
急呼籲全體會員為河南水災募捐，個
人更帶頭認捐10萬元港幣，商會撥款
10萬元港幣。在王文漢帶動下，賑災
捐贈會董超過80位，短短兩天就籌得
善款超過50萬元港幣，並於7月26日
交予中聯辦，由社聯部副部長黎寶忠
代表接受。
出席捐款儀式的有：該會會長王文

漢、常務副會長李志強、周駿達，副
會長吳泰榮、陳燕萍、王漢興。

●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暨《大灣區時代》創刊發布會，賓主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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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中共百年華誕暨《大灣區時代》創刊
由全港各區工商

聯和傑出華人文化
促進會聯合主辦的
「慶祝中國共產黨
百年華誕暨《大灣
區時代》創刊發布
會」，日前在香港
及深圳兩地會場以
視像連線方式同步
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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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漢（左五）一行將善款交予中聯辦，由
社聯部副部長黎寶忠（右四）代表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