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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門人》舊遊戲回歸 贊助商踴躍

曾志偉
曾志
偉 擬邀

新人
「舊腳
舊腳」
」對 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曾志偉、錢嘉樂、阮兆祥、麥美恩等人昨日
參與遊戲節目《開心無敵獎門人》拜神儀式，相隔 10 年再做獎門人的志
偉，透露節目暫定月底播出橫跨到台慶前後，為觀眾帶來集體回憶。志偉
透露最初 10 集會以重溫舊遊戲為主，嘉賓就會先邀請未玩過的新人，之後

◆曾志偉、
錢嘉樂、阮兆
祥、麥美恩等人齊
齊擺出經典「Super」
手勢。

再請好玩的「舊腳」回來，並來個新舊嘉賓對賽。
麥
◆美恩最想玩「「落雨擔遮」」和和「「搵啖食」。

年沒有主持《獎門人》的志偉笑言心情緊
多張，因為要從過往
175 個遊戲中，挑選大家

最喜歡的遊戲來重玩，並會在節目中提供二維碼供
觀眾投票，投選他們最喜歡的遊戲，說：「最初10
集會以舊遊戲為主，讓沒看過節目的新一代了解當
年的遊戲，之後才推出新遊戲。」志偉又稱再做獎
門人已吸引到豐富的贊助商獎品，笑道：「現在已
經有一千萬獎品，都會送給嘉賓和觀眾，總之我們
多多益善、少少『有』拘。嘉賓方面會先請未來過
玩的，之後才找舊腳回來，看看新舊嘉賓誰玩得最
好。」新《獎門人》節目未見「獎老」如陳小春、
林曉峰、王祖藍和金剛回巢，志偉笑指他們在內地
賺到盆滿缽滿後會回來，金剛現在就只掛住溝女。

新
「獎老」
麥美恩夠貪玩

診個案，志偉坦言做電視服務性行業很難避免，公
司已訂下每天開工前都要做快測。
至於李克勤與周深在回歸晚會上合唱片段，被揭
是翻用兩年前的舊片，志偉解釋道：「因為克勤和
周深的檔期很難夾，所以才決定二次創作，將舊片
重新剪輯和換上新布景，再加上現場有姚珏等人演
出，效果出來都不錯。」
至於姚焯菲（Chantel）全家飛往新西蘭度假，
志偉說：「女大女世界，她都是想去放暑假。」
新任「獎老」麥美恩笑言之前在《我愛香港》遊
戲節目中已擔任類似角色，希望可以展示到她最貪
玩的一面給觀眾看。問到最期待玩什麼遊戲時，麥
美恩最想玩「落雨擔遮」和「搵啖食」，因為既考
急才而且笑位多，節目也想運用小遊戲讓小朋友也
可在家玩，不用他們長時間只玩電子產品。

對於近日疫情確診數字有回升，劇組也開始有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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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居明拍紀錄片揭粵劇界秘聞

大佬倌親述經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首齣以粵劇界靈異事
件為題材的紀錄片《粵劇靈》日前在新光戲院舉行首
映禮，李居明大師、蓋鳴暉、龍貫天、米雪、江美儀
及張秀文等出席，場面熱鬧。
李居明表示首映禮選在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的
好 日 子 ， 同 時 亦 是 新 光 戲 院 今 年 迎 來 50 周 年 紀
念，具有多重意義。李居明透露《粵劇靈》是首齣
以粵劇界靈異故事為題材的紀錄片，從拍攝到後期
製作共花上兩年時間，現正安排巡迴全球各大影
展，影片中由多位大佬倌以親身經歷演繹粵劇台前
幕後鮮為人知的秘聞和故事，更帶大家進入新光戲
院的神秘地方探索。米雪更親自入到新光秘地，新
光戲院五樓原來有一間餐廳和房間是大佬倌休息食
早餐的地方，其中一間是紅線女來港每次指定入住
的地方。如今仍保留着原貌，原因未明，充滿神
秘。
《粵》片總顧問龍貫天表示新光戲院踏入 50 周
年，是對粵劇的延續和承傳，也答謝李居師大師對粵
劇界的愛護、支持。新光戲院得以續約到今年已經第
11年，希望未來都可以好戲連場，而當天正是香港回
歸祖國 25 周年，也祝願香港樣樣趨向繁榮安定大家
身體健康！蓋鳴暉與米雪亦同聲祝賀香港回歸祖國25
周年普天同慶，明天會更好！香港一定好起來的！
謝雪心則笑指是《大迷信》的粉絲，一邊看又一邊
驚，但就愈驚愈想看，而今次能參與分享也感好高
興。

張秀文與何遠東結伴出席首映禮支持李居明大師，
而婚後甚少露面的張秀文透露最近都忙家事，不過下
月會正式重新投入綜藝節目的拍攝，但新婚休息了數
月，也怕會不太習慣。張秀文新婚不久即傳出有喜
事，但當天見她穿連身裙仍很纖瘦，不似懷有身孕，
她笑謂自己仍是「一線」藝人，否認有 BB，「造
人」方面會順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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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力威女兒唱歌
做「人肉鬧鐘」

他在場只怕女兒不會專心上
堂，而太太也不會做惡媽，因女兒
年紀尚小根本未懂事，不過女兒愛唱
歌，聽過的兒歌全部都記得，每朝早就
如「人肉鬧鐘」把他倆唱醒。

◆ 羅力威表示女兒都愛唱歌。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達 里 ） 李 幸 倪 （Gin
Lee）、鍾柔美（Yumi）和許靖韻（Angela）前晚
參與《好友音樂》飛嘗夏日網上音樂會演出，本周
要應付學校考試的中學生Yumi，表示會分配好時間
溫習和工作，對考試滿有信心。而Yumi也是首次與
《聲夢傳奇》導師 Gin Lee 同台合唱，笑言為演出
緊張要做足功課。
年紀輕輕的 Yumi 與姚焯菲（Chantel）有份演出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文藝晚會，提到《聲
夢》「奶爸」李克勤只以視頻演出，沒有親身到
來，Yumi 坦言沒有失望，說：「知道他有工作在
身，希望他之後返來會見我們一班聲夢，我都掛住
他，他是聲夢的奶爸。」Yumi 又透露好友炎明熹
（Gigi）也快將完成《聲生不息》，希望她早日返
港與After Class重聚。提到Chantel疑似拍拖並流出
親密片段，前晚她一家人已飛往新西蘭度假。問到
Yumi 有否察覺到 Chantel 不開心，她說：「她沒有
不開心，我有留意她發生什麼事，但沒有八卦她是
否拍拖，知道她已經作出處理。」Yumi又稱Chantel去旅行是一早已計劃好，並非因事件才離港，笑
道：「我都想去旅行，不過考完試都是留在香港
玩。」至於Yumi有否擔心像Chantel一樣被流出密
照，她說：「不會，我現在沒有拍拖，想專注學
業，中學都不會拍拖。」就讀男女校的Yumi不覺得
有男同學向她展開追求，自她入行後覺得返回學校

時，要做回學生的本分，雖然有師弟主動找她聊
天，但沒有交換聯絡電話，最多只是跟其他同學合
照留念。

Gin Lee嚮往自由身做音樂
Gin Lee今周會推出新專輯作為她在環球最後一張
唱片，她完成《聲夢傳奇2》之後會返馬來西亞為父
母慶祝生日，暫未定回港日期。笑指她是否回鄉秘
密結婚？她笑道：「當然不是，我仍有很多音樂要
做，想繼續做歌，事業上再做好一些。」Gin Lee稱
做音樂與結婚雖然沒有衝突，但現階段真的沒有結
婚計劃，想享受自由身後與不同單位合作，看看自
己適合哪一種合作
模式。提到《聲夢
2》的趙紫諾一鳴驚
人 ， Gin Lee 也 欣
賞對方實力強勁，
笑道：「她只有 13
歲，我都不確定自
己 13 歲時唱歌是怎
樣，所以好犀利，
年紀小小聲底已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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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
演出
。
惜搶不到。」

Rap 嘅歌詞係我自己寫，要感謝魔動一路
教我點樣 Rap，因為對於我嚟講，Rap 我
唔係好在行，但呢個當然係佢哋強項，所
以佢哋一路話畀我聽個拍子點樣去唱
Rap，其實係有 Tone、有 Key，係有好多
學問喺裏面，絕對係上咗一課。」最後，
克勤這個突破的表演勝出，令到總比數跟
對手打和，從而令克勤全隊進入決賽。

給《聲生不息》觀眾驚喜
克勤唱 Rap 贏對手入決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聲生不息》今周主題是「勁歌
金曲衝刺夜」，楊千嬅與李克勤隊伍將分四輪比拚，演唱歷年
《十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的得獎金曲，歌曲名單有葉蒨文
《瀟灑走一回》對李玟《愛的根源》；周筆暢、安崎《醒醒》
對林曉峰、馬賽克樂隊《朋友》；林子祥、單依純《千億個夜
晚》對楊千嬅、毛不易《可惜我是水瓶座》；曾比特、炎明
熹、劉惜君《失戀》對李克勤、李健、魔動閃霸《雨夜的浪
漫》和《護花使者》， 勝出一方將可於最後一集的「金曲盛
典」中全員上陣。
克勤今集跟李健及魔動閃霸一齊演唱《雨夜的浪漫》和《護
花使者》，克勤表示：「《雨夜的浪漫》係『十大勁歌金曲』
嘅歌曲，《護花使者》就是彩蛋。不過我哋特登唔將《護花使
者》個歌名寫出嚟係因為想畀觀眾有個驚喜。《雨夜的浪漫》
編曲部分由李健負責；而《護花使者》就係我負責編曲。」
由於想讓觀眾有耳目一新的感覺，克勤這次的表演特意加入
跳舞元素，更認真備戰，提早差不多兩個星期開始準備，「大
家都知道跳舞一向都唔係我強項，自己知自己事，所以我提前
咗個幾星期去排練，每一日都捉住排舞老師去排練，排咗幾日
之後就拉埋魔動閃霸一齊。其實足足排咗超過一個星期，我係
抱住一個將勤補拙嘅心態去做，因為喺呢個舞台上我唱咗好多
抒情歌，係時候畀觀眾一個驚喜，呢個都係一直想擺入《聲生
不息》節目裏面嘅元素，但係要搵一個適合嘅時間去做。」除
此了跳舞，克勤更「試新嘢」，跟魔動齊齊玩Rap，「廣東話

炎明熹竟稱期待經歷失戀
而炎明熹、曾比特、劉惜君組成的「失戀陣線聯盟」演繹
《失戀》，三人輪流晒唱功、萌樣及大跳可愛舞。經過《聲
生》連月來磨練的Gigi更是愈唱愈放，不但表情多多、動作自
如，更不時上演「內心
◆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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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跳可愛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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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相當精彩。Gigi 更謂
期待經歷失戀，她解釋
說：「有人話冇經歷過
失戀嘅青春係唔青春
嘅，所以我今次要嘗試
失戀一番。」

克
◆勤 挑 戰 自 己 ， 在 表 演
中特意加入跳舞元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羅力威與石
修昨日為錄音室開幕擔任剪綵嘉賓，羅力
威只單拖到來，他表示因家傭放假，太太
雨僑要留在家中照顧快將兩歲的女兒羅約
彌。
談及颱風襲港前，羅力威一家三口到酒
店 staycation，雨僑穿比堅尼泳衣獲網民讚
保養到少女身材。羅力威也笑着加多個
讚：「都幾好呀！多謝！太太好努力 keep
fit，平日食得節制和健康。」他指當日本
是雨僑父母去宅度假，他們一家三口加入
去玩了一個下午，變成三代同堂一齊玩。
羅力威透露有想過為女兒添個弟妹，就算
女兒在疫情下出生，也相信做好防疫和衞
生，會順其自然去「造人」。
至於女兒 9 月將上學前班，羅力威稱重
任交給太太，但雨僑之前在節目投訴他不
懂湊女？他解釋女兒自小習慣跟他玩，有

◆若張秀文有
喜，好友何遠
東笑言會爆
料。

不會八卦姚焯菲感情事
鍾柔美自言讀中學不拍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