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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紀錄電影《龍
虎武師》前晚於八號風球下舉行首映禮，
多位業界人士出席支持，包括錢嘉樂偕
太太及兩位女兒、導演劉偉強、程小
東、陳展鵬與太太單文柔等。錢嘉樂透露
其實成龍有拍片支持，但因肖像權問題而不
能使用。另在太太單文柔眼中， 陳展鵬身手十
分敏捷，而展鵬則謙稱只是花拳繡腿。

● 一班龍虎武師出席首映禮
一班龍虎武師出席首映禮。
。

錢嘉樂解釋肖像權問題 《龍虎武師》刪成龍片段

太太讚 身手敏捷
展鵬自 嘲 花拳繡腿

獲

次在《龍》片擔任監製之一的錢嘉樂表示對
今票房數字沒感壓力，他指最初是一位內地製

● 單文柔笑言在家間中都
會與展鵬切磋一下。
會與展鵬切磋一下
。

問到單文柔會否擔心展鵬經常拍動作戲會受
傷？她答謂：「他身手好敏捷㗎！我們在家間中
都會切磋一下！」但誰贏多？她笑說：「當然是
我啦！哈！哈！」展鵬也自幽一默：「那明白我
為何身手敏捷啦！識得避嘛，哈！哈！」他隨即
又讚賞太太其實是體貼非常，好像間中他拍劇撞
瘀受傷回家，太太會立刻替他捽藥油。不過即使
現在已是爸爸身份，展鵬表示拍動作片仍不錫
身，他說：「很難的，如果你的動作比之前沒那
麼危險，變相就沒那麼好看，但當然要先做足安
全措施，盡我能力做好給觀眾欣賞！」

● 莫文蔚走
莫文蔚走show
show

展鵬拍動作戲不錫身
另外，陳展鵬偕太太單文柔拍拖來看首映，
他笑指也是多得打八號風球，因本身他是劇集
《童時愛上你》和《隱形戰隊》疊着開工，
但打風取消了所有通告：「所以我倆便可
以拍拖來睇戲！」展鵬指在他心目中，
「龍虎武師」予他感覺很有意義，一
來他們代表香港，二來他自己平日
都拍好多動作戲，不過他相比真正
的龍虎武師，自己的只是花拳繡
腿！

楊千嬅澄清
珠海站演出未售票

▲ 楊千嬅發出
澄清聲明。
澄清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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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千嬅叫粉
絲關注官方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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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楊千嬅紀念入
行 25 周年的巡迴演唱會，原定去年香港站的紅
館跨年騷，在新冠疫情影響下取消，巡演亦一直
演出無期，不過，最近有騙徒欲借其演唱會之名
以行騙手法售票，主辦單位為免歌迷受騙，昨日
特地發出聲明澄清，並作出強烈譴責。
這陣子千嬅主力在內地發展，最近正在上海參
與內地音樂真人騷節目《我們的歌 3》，然而，
近日內地有人利用《楊千嬅 25 周年巡迴演唱
會》珠海站在網上發放虛假消息，用行騙手法售
票，主辦單位為免觀眾受騙，特此於昨日發出嚴
正聲明，強調珠海站從未有公開售票！
聲明內容提到主辦方尚未正式公布任何有關
2021 年或以後巡演的最新安排，珠海站門票開
始預售實為虛假信息，呼籲歌迷留意不要蒙受損
失，強烈譴責這種欺詐行為，並將保留一切法律
追究權利。
千嬅表示：「巡迴演唱會一直在籌備中，一定
再繼續下去，希望大家留意楊千嬅香港經理人公
司『正向文化娛樂』及『特高娛樂』官方宣布為
準。」而她亦有把聲明轉發到自己的社交平台，
並留言：「希望大家關注官方及正規渠道，有消
息一定會第一時間告訴大家，也期待盡快在演唱
會上跟大家見面。」不少網民均期盼千嬅早日開
騷，表明會「等你」。

● 左起
左起：
：導演劉偉強
導演劉偉強、
、程小東特來撐錢嘉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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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慶生不愁寂寞
林子祥偕阿倫歎紅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莫文蔚（Karen）
日前驚喜現身「2021 Green Challenge 可持續時尚
大賞」，她身穿的藍色水波紋牛仔禮服，正是由可降
解的天然材料製成：藍色象徵着蔚藍的地球，水波紋
象徵着海洋，點綴的亮片象徵着漫天星空。更具創意的
是，這套禮服是根據莫文蔚的原創虛擬漫畫人物「莫貓寶
貝」精心設計打造的，「莫貓寶貝」的出現正是為了傳達保
護地球、守護瀕危動物的信念。
Karen 一直希望能通過演出來呼籲大家保護動物及生物多樣
性，在創辦了「莫貓寶貝」的漫畫形象後，她在「絕色」演唱會
中首次公開了真人版「莫貓寶貝」，希望大家對動物多一些愛與關
注，呼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其實，早在 2014 年 Karen 就曾在成都演
唱會上為她領養的月熊演唱了歌曲《寶貝》，在她的演唱會上熊們也成
了主角，她用自己的方式不遺餘力地宣傳對動物的愛與保護。
Karen多年來大力支持各大慈善團體，不斷地為環保和可持續主題發聲，
她目前是眾多公益大使的身份，更與家人成立「莫理士愛心行動基金」，主
要幫助兒童學習進修及替動物爭取福利。她表示：「大自然的世界是需要依靠
人來守護與尊重的，你我都有責任好好珍惜地球上的一切。」

ANSONBEAN 關心環境污染問題

另外，陳毅燊（ANSONBEAN）最近獲邀接拍了鞋履品牌宣傳
照，新系列鞋履靈感來自人們對地球及生活的關愛，採用回收物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林子祥（阿 Lam）於昨日（12 日）度過 74
來製造。ANSONBEAN 雖然年紀輕輕，但也關心全球環境污染
歲生日，但因他正身在內地演出真人騷《我們的歌 3》，未能像往年般與太
的問題，今次能夠開心拍攝之餘同時能夠宣揚關心地球的訊
太葉蒨文及兒子林德信一家人共度生辰，但今年阿Lam都不愁寂寞，生日連走
息，他直指何樂而不為呢！
幾場。
ANSONBEAN 在影樓拍攝時為了做出跳躍的效果，需
阿 Lam 今年生日在內地度過，即使沒太太葉蒨文在身旁，也有好友譚詠麟（阿
要一張小彈床輔助，但向來有點「過度活躍」的他未埋
倫）陪他過生日，阿倫還兩度與阿Lam慶生歎紅酒，認真夠老友，阿倫更是剪靚個頭
位前先練習兼喪跳，突然就「啪」的一聲，原來彈床
髮才赴會。至於有份一同演出《我們的歌 3》的楊千嬅，都有為阿 Lam 慶生。另外，一
被他跳爛了！ANSONBEAN 一臉內疚說：「今次從
班來自香港及各地的粉絲，也聚首一堂為偶像慶祝生日，今年生日阿 Lam 分別切了有他
彈床跳起擺出不同的甫士，都好好玩，不過拍攝
揮桿打哥爾夫球造型的蛋糕和吃過壽桃包，他更吃蛋糕吃到吮手指，阿 Lam 表示今年生日
當日有點累，一心想早點到做吓熱身讓自己醒
感到很有愛：「今天很開
一點，來到見有彈床，就跳吓令自己消水腫
心，歌迷都從老遠到來，
● 阿倫兩度與阿 Lam 慶
和促進血液循環，但我跳得太大力，未開
非常感謝，也要謝謝香港
生歎紅酒，
生歎紅酒
，真夠老友
真夠老友。
。
始拍攝就整爛了張彈床，自己都覺得不好
及其他各地方歌迷送上的
意思。」幸好工作人員立刻將小彈床修
祝福！」
好，拍攝未受影響。
至於兒子林德信在港未
ANSONBEAN 近期的工作接踵
能陪伴爸爸慶祝生日，也
而來，經常睡眠不足，所以每逢
特別於社交平台貼上他兒
開工未埋位前，也會靠近牆邊
時與阿 Lam 兩父子的舊
做倒立，他表示有朋友教
●
阿
Lam
吃蛋糕吃到
照，以及之前為阿 Lam慶
他，如果做倒立一分鐘，
吮手指，
，十分趣怪
十分趣怪。
。
生的合照，祝爸爸生日快 吮手指
便可以代替三個小時的
樂，並表示甚為掛念！
睡眠，他笑說：「不
過剛才我感覺有點
腦充血，所以只
倒立了 30 秒，
都可以補到
期熱愛的運動是打籃球，瘋狂程
香港文匯報訊 前亞姐冠軍李妮
一個半鐘睡
度可以天天打。「記得暑假期間
日前出席中國香港排舞運動總會假
眠。」
打到忘記回家吃飯，被母親禁止
大埔林村許願樹，舉行慶祝「中華

李妮為《捍衛香港》主題曲打拍子

● 李妮表示現場舞者逾 400 人，遠看一片紅
海，非常壯觀
非常壯觀。
。

人民共和國成立72周年國慶」大型
排舞展演活動，擔任主禮嘉賓及頒
發參與證書感謝狀予香港海南社團
總會。現場舞者逾400人，且清一
色穿上中國紅上衣，一片紅海，非
常壯觀。
活動上各社區社團舞隊無懼烈
日當空之下，隨歌舞跳多首名
曲，其中一首警隊主題曲《捍衛
香港》，將全場氣氛推上高潮，
李妮坐在主禮台上，也禁不住打
起拍子來。
她坦言不懂跳舞，但在中學時

打籃球，甚至校際比賽也不准參
加，後來同學們上門多番懇求，
才得以允許参賽。那時母親解說
希望我專心讀好書搵份好工。不
過世事因果循環很玄妙，我第一
份工作竟是因為籃球而即時獲聘
用，因當時那間中資公司鼓勵員
工多做運動強身健體，設有員工
籃球隊，且經常對外作賽，所以
很鼓勵我多作訓練，為公司爭
光。」對於作為母親那份愛護子
女之心，無微不至，愛之深、責
之切。李妮謂現已是兩孩之母，

深深地體會
明白。
李妮說：「向
來鍾意睇奧運，而
喜愛運動係好事，可
鍛煉永不放棄體育精
神。如果小朋友學懂分配
時間，知道自己責任所在，
亦不會荒廢學業，讀書與興趣
可以兼顧，我會鼓勵小朋友多
投放時間於運動方面。」

莫文蔚化身貓寶貝 呼籲守護瀕危動物

作人想拍一齣以龍虎武師為題材的電影，他便提
議不如以紀錄片形式去拍，不想太過商業化，結
果多位大哥都肯出來幫忙：「真的很多謝導演和
多位大哥肯出來幫我完成這個夢，好難得這麼齊
整！」但欠缺了成龍一個？嘉樂解釋指其實成龍
大哥有親自拍了條片給他們，卻因涉及很複雜的
肖像權問題，所以仍忍痛要剪走了。
前晚的首映禮，嘉樂表示亦花了不少時間去邀
請來賓，當中大多數也是由他親自邀請，單單是
邀請程小東，由於他甚少出來首映，也花上近一
小時通電話才成功邀他到來。嘉樂也是從武師出
身，提到他應也是滿身傷患？他即笑說：「如果
做到我們這個年紀也沒傷患的話，即是那個人後
生時『吞Pop』啦！」

● 錢嘉樂與太太湯盈盈及女兒冒風雨亮相首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