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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蔚雨芯、彭懷安、梁雪湄異口同聲希望做好品牌。

梁雪湄點炮仗騰雞
蔚雨芯進軍澳門開店
藝人蔚雨芯、彭懷安（Eddie）、梁雪湄等昨日到澳門
出席冰室開幕禮，身為股東的梁雪湄表示，先做好香港和
澳門地區，之後進軍大陸、台灣和馬來西亞。梁雪湄負責
點燃炮仗，雪湄是第一次燒炮仗，她笑言給人看到了「騰雞」
的樣子。

張啟樂裕美齊撐
有指他們分店愈開愈多，荷包滿滿可以投資其他生
意，身為股東的蔚雨芯、Eddie 及梁雪湄都異口同聲希望
做好品牌，因為剛過年推出了蘿蔔糕，將會有手信系列，中
秋又有月餅，真的十分多搞作。
當日出席的還有裕美、張啟樂、馬天佑、Kawaii 和新
人朱天奇、江宏基、澳門藝人歐陽日華和陳慧敏等。馬天
佑剛到法國參觀時裝展，一到港便去澳門支持開幕。張啟
樂擔任司儀，他說冰室老闆民迪支持其網上「賣嘢王」節
目，所以一定要來支持！

■Angelababy 收到英國高智商父子送上的手寫育兒秘笈，相當
開心。

獲高智商家族贈育兒秘笈

Baby自爆想生
第二胎

A

ngelababy 前晚出席活動時，獲來自英國的

高智商父子戰隊送上一份為她製作的手寫育
兒秘笈，令 Baby 感動不已，並表示兒子四歲時會
考慮生第二胎。< 採訪、攝影 > 本報北京記者李昂

■李晨本身就是機械迷。

愛奇藝綜藝《機器人爭霸》前晚在北京舉行開播發
布會，明星團長 Angelababy（楊穎）、李晨、林更新和
盛一倫等悉數到場。發布會現場，愛奇藝超前曝光了第
一期節目精簡版及精簡片段。
結束放映後，四位明星團長攜手亮相，本身就是機
械迷的李晨明顯要經驗豐富一些，對機器人競技的體
會也更深：「除了對抗，背後故事更值得挖掘，其實
機器人的設計、生產、製造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設
計，這個節目不僅要讓外行人看熱鬧，還會讓內
行人看出門道。」

林更新淘汰出局

■蔚雨芯、Eddie、梁雪湄、裕美、張啟樂、馬天佑和 Kawaii
等齊齊出席開幕禮。

穿上一襲米白色喱士短裙，仙氣十足。
■Baby

自稱「網癮少年」的林更新雖然遊戲玩得溜，操
作起機器人卻敗下陣來，節目開場的首場「四機混
戰」他就被完虐，首個淘汰出局。
作 為 唯 一 的 女 團 長 Baby 剛 一 登 場 就 收 到 驚
喜，來自英國的高智商父子戰隊「大寶劍」送上一
份親手為 Baby 製作的手寫本育兒秘笈。原來已經升
級為辣媽的 Baby，在拍攝過程中除了研究機器人，還
不忘請教育兒經：「因為我在節目裏聽說他們是一個智商
非常高的門薩家族，家裏有八個孩子，所以我一直想找機
會請教一下爸爸是怎麼樣去教育孩子，才能把孩子培養成
才。但是在整個比賽過程中因為時間太緊，一直沒有機
會，真的沒有想到今天可以收到這份寶貴的秘笈。」

張國立搭檔江珊圓夢
鄭愷最愛和楊子珊吵架
現代成長劇集《好久不見》即將登陸北京衛視，前日編
劇王宛平、導演金曄，主演鄭愷、張國立、江珊、殷旭、王
森、高曉菲、劉立悉數亮相開播新聞發布會現場。
鄭愷坦言自己劇中的角色性格中有陰暗面，直到遇見
楊子珊，才逐漸敞開心扉，卻因為意外，導致一蹶不振：
「這
個人中間腿癱瘓了一段時間，變得很生氣、看甚麼都不爽，經
常跟楊子珊吵架。」談及與楊子珊的爭吵戲份，鄭愷直言
很舒服：「楊子珊是南京人，南京話特別硬朗，我們倆一見
面試戲就是吵架，所以我倆經常開玩笑說演得最好的就是
吵架戲，最舒服最有默契。」

■左起：李晨、Angelababy、林更新、盛一倫齊齊合照。

不介意曝光體重

■林更新自嘲科技小白。

收到禮物的 Baby 心情大好，被要求現場測試體重時也
毫不抗拒，勇敢站上體重秤大方曝光了自己的體重，僅僅
46公斤的苗條身材惹得全場羡慕不已。其後被追問二胎話
題，Baby 也大方回應，並表示等到兒子小海綿四歲的時候
會考慮。

相識廿多年首度合作

紅館開騷化身英雄
Jay玩驚喜與歌迷講笑

■Jay 換上銀色閃閃外套獻唱，還落台與觀眾握手。

■左起：鄭愷、江珊和張國立大談拍劇感受。

道具前衛增加趣味

■台前幕後大合影，十分熱鬧。

其後出現的許多改版道具亦令歌
迷驚嘆，包括十字架、發光金色異形
骨頭椅、全新百老匯街景，而齒輪鋼
琴搖身一變成異型鋼琴，大喇叭鋼琴
也改版，增加了誇張的童趣。六個主
要道具的前衛變身，令歌迷神往，感
到驚喜不已。
Jay 唱了近兩小時歌後終於開口說：
「你們終於來了，有想我嗎？今次的票
好買嗎？開10場還不好買？再開好嗎？」
觀眾立即叫好，跟着住Jay用廣東話：
「講
笑咋！」又用廣東話唱出許冠傑的《浪
子心聲》。其後進入 Encore 及點唱時
■Jay 在全新百老匯街景中載歌載舞。
段，更以一首歌《七里香》作結。

穿上一襲黑色長裙的周冬雨，優雅起舞。
■

台灣天王周杰倫（Jay）
《周杰倫 2018地表最強 2世
界巡迴演唱會》前晚在紅館
揭開序幕，Jay 所穿的每一
件戰衣都是由香港著名時裝
大 師 Tomas Chan 精 心 打
造。 演 唱 會 甫 開 始，Jay 化
身成為星際大戰中的英
雄， 於 太 空 船 休 眠 艙 中 甦
醒，全新紅色發光太空戰衣
從太空艙出現於舞台上，他
先以《英雄》和《雙截棍》兩
首勁歌令全場氣氛熾熱，接
着換上金屬刺蝟外套唱出
《世界末日》和《開不了口》。

內地影后周冬雨最近為珠寶品牌拍
攝宣傳短片，以「美一面都是我」作為概
念，通過周冬雨一直以來表達自我、顛
覆常規的個性演技，生動詮釋了敏感、強
烈、熱情與自由四種不同情緒。
短片中，周冬雨經歷了一段情感探
索的精采旅程，展現了充滿靈性與創造
力的年輕演員豐沛激蕩的內心世界。對
於片段中展現了四種不同性格，她說：
「看
來還挺複雜的是吧，其實我也摸不准自
己是甚麼樣的性格。演戲的時候我會捕
捉某一瞬間的情緒，然後把它放到最大。
問到會否根據不同的心情去選戴飾品？
她說：「會，因為我覺得不管是衣服還是
飾品，都是表達自己當下心情的一種方
式，不同的心情會選擇不同風格、顏色
的飾品來搭配。」

周冬雨輕鬆演繹四種性格

同是老戲骨的江珊和張國立儘管已相識20多年，此次
卻首度合作，江珊稱：「從上戲劇學院第一次看國立哥電影
到後來認識他，可以說他是表演『教材』，人也非常謙遜溫
和。包括這次拍攝，他都給了我很多的思路和想像力。」
張國立也直言，搭檔江珊可以說是圓夢：「滿足了內心
一個多年以來想要做的事，就是和她一起演一個戲，能演
夫妻最好。雖然倆人打架離婚了。」
< 採訪、攝影 > 本報北京記者李昂

編輯：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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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 美國隊長 復仇者先鋒

翡翠台

凌晨

06:00 香港早晨及環球新聞檔案
08:55 瞬間看地球
09:00 快樂長門人
09:10 開心老友記
09:40 文化新領域
10:15 小馬寶莉
10:45 布公仔遊樂團
11:15 星級健康
11:50 宣傳易

12:05 晚間新聞
12:20 瞬間看地球
12:25 賽馬預測
01:55 小三大聯盟
04:00 笑笑小電影
04:25 歐陸名畫樂悠揚
05:00 台灣無綫衛星電視台新聞
05:30 中國新聞

下午

12:00 體育世界
12:30 YAngle
01:00 午間新聞
01:10 瞬間看地球
01:15 荃加福祿壽
02:20 Sunday 好戲王
03:20 星星探親團
03:55 超級勁歌推介
04:00 爆旋陀螺擊爆戰魂．神
04:30 BigBig 小明星
05:00 麵包超人
05:30 櫻桃小丸子
05:55 大自然的日常
0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06:55 天氣報告
07:00 新聞透視
07:30 輝哥為食遊
08:00 生活100錯
08:30 流行經典50年
09:30 大玩特玩
10:30 3日2夜
11:00 勁歌金曲
11:30 晚間新聞
11:45 天氣報告及瞬間看地球
11:50 流氓大亨
凌晨

12:55 宣傳易
01:05 皆大歡喜
01:35 宣傳易
01:40 報應
03:40 樂勢力
04:35 民間傳奇 - 錢秀才錯占鳳凰儔
明珠台
明珠台

06:00 金融概要
07:30 NBC 世界新聞
0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09:00 童話救兵
09:30 終極蜘蛛俠決戰六大狂魔
10:00 權能時間
11:00 港生活．港享受
11:25 明珠檔案
11:50 財經雜誌
下午

12:15 女超人 #1
01:05 阿 Sir 之奇妙大自然
01:35 Top Gear
02:35 醫生話你知
03:30 恩雨之聲
04:00 小花的世界
04:30 繽紛小樂園
04:55 瘋狂問答過山車 / 改變命運的一天
05:35 尋根新世代
06:05 糕點大都會
06:35 六十分鐘時事雜誌
07:25 話說當年 / 七點半新聞報道
07:55 天氣報告及瞬間看地球
08:00 笑笑小電影
08:30 全英一叮
09:20 入廚易及話說當年

06:30 山水傳奇
07:00 光影我城
08:05 星期六問責
09:00 得意隊長
09:09 精靈雙妹嘜
09:17 莎拉與小 duck duck 2
09:35 月兒與地球兒
09:48 小寶愛漫遊
10:00 街頭煮意
10:50 行行女狀元
11:00 金錢國度 2
下午

12:00 識多一點點
12:30 青春學堂
01:00 演藝盛薈
03:00 舞動全身
03:30 8花齊放
04:00 全港公開馬拉松排球賽
05:00 與 CEO 對話 - 千錘百煉
06:00 脈搏
06:30 藝坊
07:00 19:00新聞簡報
07:15 Harry 哥哥好鄰居 II
07:30 反斗英語
08:00 自在8點半
09:00 香港故事 - 民間，集氣！
09:30 醫生與你
10:00 我家在香港 III
10:30 新聞天地
10:55 社企有道 2- 濃情五分鐘
11:00 搖滾天王：貓王皮禮士利
凌晨

12:30 五夜講場 - 講女時間
06:00 朝聞天下
08:32 我有傳家寶
09:18 擒狼

08:30 變形金剛：領袖之路
09:00 見習神仙精靈
09:30 魔幻陀螺
10:00 友夫日記
10:30 我們的世界盃
11:30 Interviu

02:00 健康原因就在 X
03:00 快樂地球
04:00 美食法庭
05:00 娛樂新聞
05:30 甄嬛傳
有線電影1台

下午

12:00 午間新聞
12:30 鋼鐵之心
01:30 鋼鐵之心
02:30 恐怖醫學
03:30 Youth 有機生活
04:00 Chi Chung's Clouds
04:30 動物朋友
05:00 時間飛船 ‒ 惡黨反擊
05:30 區區有樂
06:00 6點新聞報道
06:30 大鳴大放
07:00 杏林在線
07:30 在商言商
08:00 8點新聞報道
08:30 全港的
08:35 刑事弓神
09:30 徒步旅程
10:45 飛不甩家毛
11:15 非常食客
11:45 晚吹 -Close？
凌晨

12:15 海賊王
01:15 Interviu
01:30 深宵新聞
02:00 十五分鐘熱度（一周精華）
03:00 小「煮」角
04:00 興趣大師
04:30 北海道耆聞
05:00 網絡瘋人
05:30 粵詞越愛

12:06 動物世界
12:53 安居
06:00 早晨新聞
08:00 北海道耆聞

12:00 娛樂新聞
12:30 刑偵相棒
01:30 我老友係明星

凌晨

下午

01:20 獨家試愛
03:15 算死草
04:55 機動部隊 - 同袍
06:45 保持通話
09:00 明月幾時有
11:35 無間道 II
凌晨

02:05 打開我天空
04:00 豬扒大聯盟

凌晨

下午

12:55 亞洲一叮（第2季）#9
02:50 超自然檔案（第13季）#15
03:40 千萬別眨眼 #1&#2
04:40 即時救援 #9
05:30 奇聞妙事全記錄（第3季）#4
06:20 掃興者（第3季）#6
07:15 海豹特擊隊 #4
08:10 H50型警（第8季）#10
09:05 玉面飛龍（第2季）#7
10:00 海狼特警 - 洛杉磯篇（第7季）#22
10:55 盜墓迷城 2 #1
凌晨

01:20 玉面飛龍（第2季）#7
02:15 H50型警（第8季）#10
03:10 掃興者（第3季）#6
04:00 奇聞妙事全記錄（第3季）#4
05:00 超自然檔案（第13季）#15

J2

有線電影2台

06:00 瘋狂女殺手
07:40 聖誕奇遇結良緣
09:35 英雄本色
11:30 現代應召女郎
下午

01:25 搭錯車
03:20 警察扒手兩家親
05:05 何必有我
06:55 傾城之戀
08:50 陰陽錯
10:40 龍鳳茶樓
凌晨

12:25 追女仔
02:25 何日君再來
04:45 妙探雙嬌
有線電視第1台

下午

下午

06:55 深海尋人
09:15 有一個地方只有我們知道
11:30 老鼠愛上貓

奇妙電視

06:00 美食法庭
07:00 百歲車神
08:00 星級會客室：李司棋
09:00 瀛遊全世界
09:30 90後玩樂台灣
10:00 精靈寶可夢 太陽 & 月亮
10:30 空間改造王
11:30 使乜驚 大兩 Gen
12:00 娛樂巴巴閉
12:30 有線新聞
01:00 名廚．肥媽澳門尋尋味
02:00 快樂地球
03:00 四小時生活圈
04:00 腦作怪
04:30 忍者少女
05:00 哈婆婆故事屋 第一季
05:30 我的夢想 APP
06:00 食德好．潮食男女
07:00 甄嬛傳
07:30 新聞最前線
07:55 奇妙一分鐘
08:00 勇闖日本秘境
09:00 健康原因就在 X
09:55 娛樂即日鮮
10:00 我老友係明星
10:30 玩轉日本動物園
11:30 十一點半最前線
11:55 奇妙一分鐘

12:00 新聞30分
12:32 航拍中國
01:03 養父的花樣年華
04:12 動物世界
04:42 第一動畫樂園
06:08 國際藝苑
07:00 新聞聯播
07:30 天氣預報
07:38 我有傳家寶
08:29 記住鄉愁第三季
09:15 焦點訪談
09:31 人與自然
10:00 晚間新聞
10:31 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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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0 有線新聞
10:00 最強大腦2
11:00 玩樂誌

06:00 K-Pop
07:30 高達 G 之復興
08:30 美食中國
09:00 閱讀青旅行
10:00 有喜歡的人

凌晨

12:00 午夜最前線
12:30 娛樂新聞
01:00 愛玩客．小鐘自遊行
01:30 熟悉的味道
02:30 玩樂誌
03:30 有線新聞
04:00 我係張寶利
05:00 有線新聞

AXN

06:00 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顛瘋之最（第3季）#3&#4
07:00 千萬別眨眼 #1&#2
08:00 海豹特擊隊 #4
08:50 玉面飛龍（第2季）#17
09:40 即時救援 #9
10:30 狂野時速6 #1

下午

01:00 已讀不回的戀人
02:30 歡樂頌
04:30 已讀不回的戀人
06:00 歡樂頌
08:00 已讀不回的戀人
09:30 歡樂頌
11:30 已讀不回的戀人
凌晨

01:00 歡樂頌
02:45 已讀不回的戀人
04:15 歡樂頌

精選亞洲劇台

下午

12:00 搵食飯團
12:30 舞動青春
01:30 50日背遊中美
02:00 今期流行
02:30 胃食遊戲
03:30 一日三餐 - 漁村篇 II
05:15 藝食坊
05:30 香港可以這樣玩 攻略篇
06:00 第十二屆亞洲電影大獎 星勢非凡
07:00 娛樂新聞報道
07:30 第十二屆亞洲電影大獎
09:30 六合彩
09:35 第十二屆亞洲電影大獎
10:15 設計部屋
10:35 雙面醫生2
11:35 冰上溜星

06:00 幸福兌換券
07:00 師任堂
08:15 明若曉溪
09:00 幸福兌換券
10:00 師任堂
11:15 明若曉溪
下午

12:00 幸福兌換券
01:00 師任堂
02:15 明若曉溪
03:00 幸福兌換券
04:00 師任堂
05:15 明若曉溪
06:00 幸福兌換券
07:00 師任堂
08:15 明若曉溪
09:00 幸福兌換券
10:00 師任堂
11:15 明若曉溪

凌晨

下午

12:00 有線新聞
12:30 娛樂新聞
01:00 愛鬥大
03:00 有線新聞
03:30 旺角卡門
05:30 全日周圍 Look III
06:00 綜藝玩很大
07:00 娛樂新聞
07:30 新聞最前線
08:00 竊聽風雲 3
10:45 娛樂新聞
11:00 樓盤傳真

06:00 偏偏喜歡你
06:45 一男三女合租記
07:30 醉玲瓏
08:30 五鼠鬧東京
09:15 偏偏喜歡你
10:00 醉玲瓏
11:00 歡樂頌

凌晨

12:05 銀魂 o
12:35 胆識過人
02:05 山系女行 Yama Girl
02:35 閱讀青旅行
03:30 雙面醫生2
04:30 美食中國
05:00 冰上溜星
05:30 銀魂 o

12:00 幸福兌換券
01:00 師任堂
02:15 明若曉溪
03:00 幸福兌換券
04:00 師任堂
05:15 明若曉溪

綜藝台
06:00 報告教練
07:30 自家手作
08:00 一日三餐 - 漁村篇 IV
10:00 中餐廳
11:30 自家手作

無綫經典台
06:00 活著
07:00 香江花月夜
08:35 使徒行者
10:30 活著
11:30 香江花月夜

下午

12:00 報告教練
01:30 一日三餐 - 漁村篇 IV
03:30 中餐廳
05:00 自家手作
05:30 報告教練
07:00 一日三餐 - 漁村篇 IV
09:00 中餐廳
10:30 自家手作
11:00 報告教練

下午

01:05 使徒行者
03:00 活著
04:00 香江花月夜
05:35 使徒行者
07:30 味分高下
08:30 香江花月夜
10:05 使徒行者
凌晨

凌晨

12:00 味分高下
01:00 香江花月夜
02:35 使徒行者
04:15 味分高下
05:05 活著

12:30 一日三餐 - 漁村篇 IV
02:30 中餐廳
04:00 自家手作
04:30 報告教練

電 影 推 介
再見小熊心

Winnie-the-Pooh 一角。一家三口感情倍
增，兩父子更培養出獨特而真摯的關係；
AA米恩日以繼夜湧上腦海的創作靈感，撫
慰着不少英國人心靈，尋找快樂的希望，難
怪 Winnie-the-Pooh 大受歡迎！可是，AA
米 恩 家 中「 小 熊 」最 終 也 會 有 長 大 的 一
日，跟童心說再見……

故事簡介

故事簡介

導演：西蒙高特斯
演員：當勞格利遜、瑪歌羅比、韋狄遜
片長：1小時47分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陷入陰霾，曾
上戰場的 AA 米恩（當勞格利遜 飾）對人
生感到無助，幸得賢淑愛妻戴芬妮（瑪歌
羅比 飾）和兒子基斯杜化（韋狄遜 飾）不
斷扶持。
AA 米恩重拾一手好文筆，為基斯杜
化寫出連串童話小故事，無意間塑造了

聽風者之歌

II A

導演：雲哲保昂贊
演員：巴拉卡雅博、茱莉亞卡莎、杜菲巴拉卡
片長：1小時45分
榮獲康城影展金軌獎，藉着黎巴嫩失明歌
手拉比的尋根之旅，揭露戰爭背後的歷史悲歌。
拉比是才華洋溢的歌手，準備換領新護照出國
表演時，赫然發現自己一直使用假身份證生
活﹗拉比既驚恐又憤怒，身邊人都不願意向他

盜墓者羅拉

導演：行定勳
演員：松本潤、有村架純、坂口健太郎
片長：2小時20分
大學二年級那年，泉（有村架純 飾）
接到了高中母校戲劇社指導老師葉山（松
本潤 飾）的電話，希望她能回來母校參與
學弟妹的畢業公演。泉的內心百感交集，因
為葉山老師是高中時代將自己拯救出來的
恩人，兩人也早在當年萌生了若有似無的

情愫。然而事隔多年，葉山卻始終無法給
予回應和承諾，同樣參與公演的同學小野
（坂口健太郎 飾）又在此時展開熱烈追
求，究竟泉該繼續堅持這段不由自主的不
倫之戀，還是該投奔另一個人殷勤熱切的
懷抱之中……

故事簡介

故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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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B

透露真相，他只好憑藉僅有的線索，親自展開
尋找身世的旅程。每次滿以為找到真相，卻總
發現一段比一段更黑暗的過去……雲哲保昂贊
首部長片作品，透過拉比的遭遇和歌聲，淡然
唱出黎巴嫩戰爭下人民的哀傷及無奈。

賊鬥

II B

導演：諾華烏泰格
演員：艾莉西亞菲瑾德、吳彥祖、
多明尼維斯、禾頓葛金斯、
姬絲汀史葛湯瑪絲
片長：1小時58分
羅拉的探險家父親在她年少的時候神
秘失蹤。獨立獨行的她轉眼已經 21歲，人
生沒有目標和方向，每天踩着單車穿梭於
倫敦街頭做送貨員，賺取生活費，忙碌得
連大學也要經常走堂。羅拉堅持走自己的
路， 抗 拒 繼 承 父 親 的 遍 及 全 球 的 商 業 王
國，也拒絕相信父親已經離開人世的事實。
在父親離開七年後，她決定面對現實，調
查父親神秘死亡的原因。
羅拉違背了父親的遺願，放棄倫敦的
一切，出發到父親失蹤前最後現身的地方—
日本海域附近的島上一座隱秘墓穴查探……

故事簡介

愛，不由自主

I

II B

導演：Christian Gudegast
演員：謝拉畢拿、柏保舒韋伯、
奧舒亞積遜、50 CENT
片長：2小時20分
一群以梅雷亞（柏保舒韋伯 飾）為首
的高智罪犯，手法高超、火力強橫、而且
沉迷打劫；縱使犯案纍纍，卻甚少破綻，令
警方束手無策。一次解款車劫案後，他們
的黨羽唐尼（奧舒亞積遜 飾）被辣手神探
尼克（謝拉畢拿 飾）識破，更從他身上知
道匪幫下一個目標，是攻破從未遇劫的洛
杉磯聯邦儲備銀行，從中盜取三千萬即將
銷毀的舊鈔！於是尼克布下天羅地網，想
趁機把他們一網成擒。然而，魔高一丈；梅
雷亞以聲東擊西之法，引開警方注意。尼
克錯失擒獲他們的良機，唯有尾隨追擊，雙
方展開連場槍戰。雖然最終截獲賊匪，但
贓款竟全數不翼而飛！局中有局，究竟誰
是取得巨款的幕後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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