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娛 樂 新 聞B5

20222022年年11月月2222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2年1月22日（星期六）

2022年1月22日（星期六）

◆責任編輯：凡文 ◆版面設計：房雍

中 新 社 電
「百聞不如一
見，香港文藝
工作者應多到
內 地 走 一
走。」寧夏政
協港區委員，
香港電影、舞
台劇導演、編
劇高志森日前
接受電話採訪
時如是說。
西北省區寧
夏19日起進入兩會時間，受疫情影響，22
名港澳委員「雲」上參會。
曾執導《開心鬼》、《家有喜事》等多

部電影的高志森，近年來頻頻與內地文藝
界交流合作。2021年8月以來，他與內地
的作家、劇團等合作，執導了舞台劇《兩
京十五日》、曲藝音樂劇《小明星》、戲
曲音樂劇《媽祖》。
在高志森看來，香港與內地加強文化交

流，取長補短，對雙方大有裨益。「在香
港，舞台表演受百老匯等海外藝術風格的影
響較大，而內地藝術形式中包含的中華傳統
文化元素更濃，兩者的特色、元素重新組
合，就可以成為新的創意。」高志森介紹，
在擔任戲曲音樂劇《媽祖》總導演期間，他
與廣東的粵劇工作者交流不少，感受頗多，
最終，《媽祖》採用了戲曲表演和音樂劇演
唱相結合的方式，排練後效果不錯。
「我在寧夏時觀看了當地的雜技劇《岩石

上的太陽》，音樂做得很好，表演也非常到
位。內地有很多好的作品，其實蠻適合海外
的，我也可以跟香港一些文藝界的朋友一起
協助推廣。」高志森說，香港文藝工作者可
以發揮自身的人脈，把更多內地優秀的文藝
作品推向海外，讓世界更加了解中國文化。
「藝術的包容性很強，香港文藝工作者

應該到內地多走、多接觸、多合作，也只有
親身實地去一趟內地，才能真正了解內地民
眾生活取得的進步。」高志森說，內地的文
化底蘊非常深厚，香港在舞台敘事技巧、劇
目營運方面經驗豐富，雙方應該用包容的心
態學習互鑒，形成文化交流的良性循環。
高志森說，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推進，

也會為香港文化藝術領域的從業者帶來利
好。「大灣區有超過7,200萬人口，會給香
港的文藝工作者帶來更寬廣的創作題材，
也會給香港的文藝作品帶來更多觀眾和更
廣闊的市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香港與內地的交

流愈加藉助「雲端」。高志森認為，線上
的交流可以帶來很多便利，但線下實地的
文化交流也不可替代，希望疫情早日過
去，更多的香港文藝工作者可以去往內地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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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鍾欣潼
（阿嬌）昨日41歲生日，好姊妹容祖
兒、蔡卓妍（阿Sa）以及經理人霍汶
希日前為阿嬌開生日派對慶生，壽星
女以黑白配亮相，襯衣更有多個蝴蝶
結，充滿少女味。而加上另一場慶
祝，阿嬌合共切了8個生日蛋糕！
阿嬌難得生日有假放，便睡個飽

的，她於社交平台答謝各方好友：
「生日天給自己放了一個假，睡了滿
滿的一個覺。一醒來看到很多很多朋
友們的祝福。謝謝大家，我能一直被
你們寵愛有加。我的人生中有二十幾

年的時光都有你們容祖兒、蔡卓妍、
霍汶希Mani的陪伴，二十多年前我
們恰巧認識，二十多年後我們變成最
親的人，有不用過多言語就可以懂得
對方的默契，不一樣的性格卻恰好互
補合拍，這是一種幸運， 我愛你
們！」阿嬌又表示今年的生日剛好好
姐妹鄭希怡和任家萱也來了，還有在
上海的朋友們為她用心準備的各種驚
喜，令她好開心，感覺有朋友真好！
阿Sa亦深情訴說與阿嬌21年來的相
處，表明她會永遠永遠在阿嬌身旁。
此外，年屆78歲的劉丹日前工作中

度過農曆生日，而《愛．回家之開心
速遞》中的女兒呂慧儀、蘇韻姿及弟
弟單立文，於開工前一早準備好蛋糕

和壽包，為丹爺祝壽，丹爺亦開心地
吃壽包。呂慧儀將與丹爺開廠時慶生
的照片上載社交平台，並祝福丹爺。

41歲生日大搞熱鬧派對 阿嬌感激好友相伴廿多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鄧萃雯跟黎
耀祥作客張智霖、陳小春、梁漢文等主持
的內地綜藝節目《大灣仔的夜》，雯女更
以《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中的「九姑
娘」的復古造型亮相。
二人在大灣仔餐廳飽餐一頓後，當陳小春

上前提醒黎耀祥是時候埋單，黎耀祥卻露出
尷尬表情，因他沒帶錢在身，
在旁的雯女搖頭說：「跟你出
來吃飯真沒面子！」黎耀祥苦
笑回她：「我還以為跟你來吃
飯，我不用付錢！」免得吃霸
王餐，黎耀祥立刻向其他食客
借錢埋單，雯女感到丟臉反白
眼說：「黎耀祥！我這是第一

次跟你出來約會吃飯，我沒猜到你還要借錢
來付，好沒面子。我真的不想出來吃飯，還
要我付錢！」然後霸氣地把現金擲到櫃枱之
上。她更在社交平台留言：「返到廣州的確
是不需要帶錢在身的，但那個只是我不是你
黎耀祥，五位哥哥在辛苦賺錢，怎可以食霸
王餐？」黎耀祥認錯笑說：「這不是以為你

會帶麼，我錯了，下次還敢？
」不過最後雯女仍答謝最佳拍
檔說：「平時很少上綜藝，因為
會緊張和不擅長搞笑，所以今次
又要感謝有好拍檔黎耀祥醒哥
在，自然讓我自在又放鬆！」

黎耀祥無錢埋單 被鄧萃雯吐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譚嘉儀在
最新推出歌曲《Eyes On Me》中一改風
格，走跳舞快歌路線，她接受TVB娛樂新
聞主播許文軒訪問中，大談新歌及推出首
張新曲加精選專輯感受。
談到錄音過程，嘉儀坦言開

始時感到吃力：「平時多是唱
慢歌，第一日錄音覺得自己好
似唱兒歌，多謝監製陳考威幫
我想辦法，就是扮唱韓文歌或
者其他語言歌曲，攞了個氣氛
後，先變返廣東話，之後真係
好大改進！」
嘉儀迄今出道第十個年

頭，她特別多謝家人的支持，說：「家人
的支持給我最大動力，他們與我同行，知
道我好鍾意唱歌，完全沒給我壓力，我不
是生於大富大貴人家，最初入行月薪大約
得4位數字，同歌迷聚會的租場費都要屋

企人資助，所以他們在精神
上、金錢上同行動上都好支持
我！」嘉儀在疫情下的首個音
樂會要延期舉行，她不諱言總
有失望，但會從正面看，希望
疫情盡快過去，現時就讓自己
有更充裕時間做準備。

譚嘉儀初入行月薪太低
租場見歌迷靠家人資助

英國歌手Adele原定於美國時間1月21
日起在拉斯維加斯舉辦演唱會，但距

離演唱會開始不到一天的時間，Adele含淚
宣布演出不能如期舉行。
Adele 在 IG發視頻向歌迷道歉，她邊
說邊落淚：「我很抱歉，但演出還沒做
好準備。我們已經盡最大所能安排一場

表演，想要讓演出值回票價，但我們的
進度完全被物流的延遲和新冠疫情所打
亂。我有一半的工作人員確診，而且還
沒康復，現在的狀態是不可能完成演出
的。對不起，要在最後一分鐘通知你
們，我們已經30多個小時不眠不休想做
最後的努力，但我們完全來不及。」

Adele強調團隊正在協調安排新的演出日
期。

日本多位人氣組合成員中招
日本近日再有多名藝人中招，著名樂

隊 GLAY 的 50 歲結他手兼隊長 TAKU-
RO、尊尼人氣組合Hey！Say！JUMP的
2名成員知念侑李及伊野尾慧、另一尊尼
上位組合Snow Man的3名成員Raul、向
井康二及宮館涼太同告確診。因GLAY的
TAKURO染疫，原定今、明兩天在靜岡
舉行的巡迴演唱會取消，而GLAY其餘3
子經檢測後證實並沒受感染。Hey！
Say！JUMP其中2子確診，原定今、明於
北海道舉行的演唱會以及本月29及30日
於埼玉舉行的演唱會全部取消。Snow
Man原定昨日跟男團SixTONES進行的特
別活動，也宣布延期。

銀赫確診前曾錄《RM》
韓國演藝圈亦受疫情陰霾籠罩，韓團Su-

per Junior成員李赫宰（銀赫）前日感到身
體有異常，因此用快篩進行初步檢驗，檢
驗結果為陽性，隨即進行PCR檢測，結果
出來確定突破性感染新冠肺炎。目前銀赫
已取消所有行程，但他曾於確診前3天參加
知名韓綜《Running Man》（《RM》）虎
年特輯的錄製，因銀赫確診後，該節目的
班底隨即進行檢測，主持人宋智孝檢測呈
陰性，但因為西藥過敏未打疫苗，故自發
停工進行為期10天的居家隔離，她將不參
加下周的《RM》錄製。此外，《RM》主
持人劉在錫與HAHA同時也是另一韓綜
《玩什麼好呢？》的固定班底，因此該節
目其他班底美珠、申奉仙、鄭埻夏等人亦
需檢測。

香港文匯報訊 變種病毒快速蔓延，導致全球新冠

疫情再趨嚴峻，多國確診人數大增，不少藝人及工

作人員相繼染疫，節目錄製大受影響，演唱會亦要

被迫煞停。英國樂壇天后Adele臨時取消了原定在

美國拉斯維加斯舉辦的駐場演唱會，她發視頻哭

着跟歌迷道歉，透露自己已30個小時沒睡覺，團

隊已在盡力補救，但團隊裏一半人都感染了新冠

病毒，這嚴重影響了進度，最終只能取消。

英樂壇天后半個團隊染疫打亂陣腳

Adele含淚宣布
煞停美國演唱會

吳若希食Tea偶遇陶大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

吳若希日前外出去食下午茶，
給她遇上近期以獨特唱腔及舞

步演繹《倒轉地球》在網絡上大熱的陶
大宇，她也不放過機會立刻集郵合照。
吳若希將合照上載社交平台並留言：
「十年唔出街，一出街食個Tea就撞到
大宇哥，好想同佢一齊唱《倒轉地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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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天樂分享拜年秘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古天樂再度為某護膚品牌擔任

大使，快將迎來虎年，古仔透露農曆新年期間已有工作安排，
但會盡量抽時間陪伴家人一同過節，亦
歡迎大家向他拜年。古仔更有趣地分享
他的拜年秘技：「秘技就是要選對禮
物，派利是最闊綽的永遠是長輩。送賀
年糖果、糕點給長輩未必合適，因為他
們不能吃太多；鮑參翅肚、美酒也是，
食得飲得太多也不適宜。」

李思捷與舊同學「對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由李思捷主持的無綫遊戲節目

《思家大戰》，在即將播出的一集參賽嘉賓包括跟思捷相識至少
30年的同學組成的家庭觀眾代表「同李學壞」隊。思捷的5位同
學事前瞞着他向製作組自薦影片，最終又真的因表現突出被選中

上節目。「同李學壞」隊一出場
已先聲奪人，隊長甫開始即狂窒
思捷謂：「打極畀你都唔接。」
思捷聞言妙回謂：「電話冇顯示
你名。」豈料對方再強攻反擊：
「梗係啦！因為我電話唔係曾志
偉個冧巴嘛，你梗係唔聽啦！」
最終思捷招架不住無言以對，十
分搞笑！

◆◆取消開騷對取消開騷對
熱 愛 舞 台 的熱 愛 舞 台 的
AdeleAdele是一大打是一大打
擊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臨時取消了在拉斯維加斯舉辦的演唱會，Adele發視頻哭着

跟歌迷道歉。
網絡截圖 ◆因有同場錄影嘉賓前日確診，《Running

Man》7位主持緊急做檢測。 網上圖片

◆銀赫去年已接種3劑新冠疫苗仍染疫。
網上圖片

◆Hey！Say！
JUMP 有 兩 名
成員中招，演
唱 會 被 迫 煞
停。 網上圖片

◆高志森近年頻與內地
文藝界交流合作。

資料圖片

◆阿嬌與祖兒、阿Sa、鄭希怡和任家
萱慶生。

◆劉丹獲《愛‧回家》演員祝壽。

陶大宇陶大宇 吳若希吳若希

◆李思捷被舊同學寸到冇聲
出。

◆古天樂會盡量抽時間陪家人過節古天樂會盡量抽時間陪家人過節。。
◆鄧萃雯跟黎耀祥一起作
客《大灣仔的夜》。

◆譚嘉儀接受許文軒訪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