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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俄羅斯世界盃外圍賽亞洲
區 12 強賽 A 組第五輪的一場較量 15
日晚在昆明打響，中國男足（國
足）坐鎮主場迎戰“老對手”卡塔
爾。結果國足在大部分時間掌控比
賽下未能取得進球，與卡塔爾隊 0：
0 互交白卷。明年 3 月 23 日，中國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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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坐鎮主場迎戰韓國隊。
小組賽前四輪過後，中國隊 4 戰
1 平 3 負僅積 1 分，排倒數第一；卡
塔爾目前積 3 分，排名小組倒數第
二。是場比賽，國足展現出了煥然
一新的精神面貌，尤其是張玉寧、
張稀哲、姜至鵬等幾名球員，表現
得非常活躍。第 12 分鐘，姜至鵬的
重炮攻門頗具威脅，可惜皮球在門
前彈地後被卡塔爾門將勉強擋出。
隨後武磊在禁區左側扣過後衛隨即
斜傳門前，可惜門前包抄的張玉寧
越位在先。
國足主帥納比在場邊指點，示
意球員處理球要沉穩。第 2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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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隊角球，姜至鵬迎球凌空抽射
偏出。1 分鐘後姜至鵬左路人球分過
又製造了穆薩的戰術犯規。半場結
束，雙方0：0互交白卷。
下半場中國隊氣勢更盛，不斷
威脅着對手的球門。第 53 分鐘中國
隊戰術配合後張稀哲傳中，馮瀟霆
的頭球稍稍偏出。之後中國隊再次
角球，黃博文開出，吳曦 12 碼附近
的頭球攻門被門將撲了一下，皮球
擊中橫樑後彈出。
第 63 分鐘，曹贇定換下武磊，
迎來了自己的國家隊首秀。中國隊
中路進攻，張稀哲橫切分球給左側
的曹贇定，曹贇定面對防守變向橫

切，禁區中路起腳怒射，球擦着立
柱偏出底線。第 84 分鐘，曹贇定左
路拿球突破傳中到禁區被後衛解
圍，鄭智跟上遠射再次擊中立柱。
最終中國隊在全場佔優的情況下未
能取得進球，遺憾與對手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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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超 聯 飛 馬 、 大 埔 1： 1 打 成 平
手。射手盧卡斯 39 分鐘第一次攻門
就取得 1：0，帶領大埔領先半場。
飛馬憑查維斯 75 分鐘門前頂入追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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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中國羽毛球公開賽15日在
福州開賽，作為第一對出場的中國
男 選手，鄭思維/魯愷以2：1的好
男雙
成績斬獲開門紅。“我們會打好每
一場比賽，不留遺憾。”賽後，魯
愷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15日晨，2016中國羽毛球公開
賽第一場比賽在福州奧體中心揮
拍。參加本場男子雙打預賽的兩支
隊伍
隊
伍 分別是來自中國的鄭思維/魯
愷和來自馬來西亞的周柏褚/楊家
爾。
比賽開場，鄭思維/魯愷便展
現出強大的扣球優勢與默契的配
合，多次以大力的扣殺得分。在本
場比賽中，鄭思維展現了強大的連
續進攻以及快速移動的能力，多次
打得對手措手不及。最終，鄭思
維/魯愷以 2：1 乾淨利落地贏得了
首場比賽。
“今天（15 日）的比賽是開場
賽，我做了很充分的準備，所以拿
下這場比賽還是比較輕鬆的。”
1997 年出生的鄭思維被羽球界譽為
“羽球雙打新星”，原因在於他能
混雙能男雙，是個全能型雙打戰
將，而且在即將過去的 2016 年裡，
他與混雙搭檔陳清晨斬獲了日本羽
毛球超級賽、法國羽毛球超級賽以
及世界羽聯黃金大獎賽德國公開賽
等多場比賽的混雙冠軍。
“這次來參賽，希望能更好地
磨練自己，取得更好的成績。”鄭
思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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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印尼、丹麥、馬來西亞、韓國、日本、印
度及中國香港、台灣等19個國家和地區。
林丹未報名參加今年的中國公開賽，男單頭
號種
號
種子李
子 宗偉也因傷退賽，諶龍成了男單奪冠最大熱門。
他與3
3 號種
號 子阿薩爾森以及6號種子韓國老將孫完虎、中國
小將石
石宇奇等同在下半區。如果諶龍奪冠，將是他第四次
在 國公開賽封王，逼近林丹五次奪冠的紀錄。
在中
國公
諶龍在里約奧運會上奪得金牌，實現大滿貫以後，奧
運會後
後的四站公開賽都沒有參加，中羽賽將是他在里約奧
運會後
運會
後的首次國際比賽。將近 3 個月沒有參加國際比賽，
諶龍在接
諶龍
在 受本
受 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我希望把第一場比賽
準備得更
準備
更充分一些，堅持打好每一場比賽。”

的女單、女雙、男雙和混雙主力位置。是次國家隊派出了
除林丹以外的全部主力及新秀陣容參賽，國羽新銳石宇
奇、陳清晨等人的表現令人期待。
在今年的法國公開賽、德國公開賽上，年僅 20 歲的石
宇奇接連問鼎桂冠，並在國際羽聯的最新排名中首次衝進
男單世界前十；出生於 1997 年的女單小將何冰嬌接連在日
本、法國、德國公開賽中奪冠；而同樣出生於 1997 年的陳
清晨，在日本公開賽上與搭檔鄭思維拿下混雙冠軍後，在
法國站、德國站均聯手搭檔拿下了混雙和女雙的冠軍。
中國羽毛球協會副主席李永波表示，年輕運動員在幾站公
開賽上成績超出他的預期，“表現非常突出，比賽能力非常
強。”“年輕運動員有水平，有衝勁。”李永波相信，經
過比賽積累，他們會成為大家熟悉的優秀運動員。

ᙏ㠆Պ⎬ խՏᝢᆥ
奧運會後國羽進行了大換血，一批新人走到台前開始
奧運
挑大樑，當下
挑大
當 新銳們關注的目標，就是競爭國羽目前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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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他是我們的學習榜樣，教曉我們須做
好每一件事！”
她指，目前由“阿寶”接手大致上沒
有問題，“自己又不是很重，他應付得
來”。至於自己，訓練則須更要自律、更
認真。 談到未來的目標，Sarah 表示，她會
參加亞錦賽及世界盃，但重點則放在香港
主場舉行的世界錦標賽：“有想過在三個
項目（500 米計時賽、凱林賽及爭先賽）上
都能奪得彩虹戰衣，但會以自己最喜歡的
500 米計時賽為主要目標，希望到時大家會
捧場！”
回港後，Sarah 一邊靜待教練沈金康的
2017 年訓練計劃，一邊重投學業，完成餘
下兩科的實踐功課（主修健康教育系），
希望明年4月完成這個學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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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Ԫރᬬ▦ᬷ თԾ▧在場地
單車世界盃荷蘭站奪得 1 金 1 銀 1 銅的“牛
下女車神”李慧詩，15 日載譽返港。她在
機場接受記者訪問時坦言：“在衝線的一
刻，腦海中湧現出很多和普教練的回
憶！”在周日爭先賽第一個衝過終點一
刻，Sarah 激動落淚，但她 15 日晨步出機場
時心情已平伏，並展露出燦爛笑容。
由於場地專職教練普林俊上月底因心
臟病突然離世，令 Sarah 上道“推車”的重
任落在師兄黃金寶身上。被問到普教練和
黃金寶有何分別時，Sarah 說：“普教練不
單止是我的教練，亦是隊友。由訓練前的
熱身到訓練，再到訓練後的 cool down，普
教練都陪着我。我們甚至會一起出去玩，
是很好的朋友。他的離去是港隊的一個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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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個單項，正賽設 32 個位置，預賽
ණ次比賽設
設 16 個位置。參賽運動員共有 214 名，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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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博德利賽車隊15日假澳門新葡京舉行介紹
會。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澳博”）自
2014年榮膺“澳博德利賽車隊”的冠名贊助商
和特約合作夥伴，今年繼續大力支持車隊延續
冠軍神話。
同時，車隊再度獲得中國工商銀行(澳門)
股份有限公司加盟成為協力推廣單位。
澳博董事主席蘇樹輝博士表示：“澳博
除了冠名贊助澳博德利賽車隊，亦同時冠名
贊助‘澳博澳門 GT 盃-國際汽聯 GT 世界
盃’。
相信這項盛事在推動澳門發展成為世界
旅遊休閒中心的過程中起重要的作用。”
澳博常務董事兼行政總監梁安琪女士
說：“澳博作為本土品牌企業當然要全力支
持澳門本土的盛事，並與車隊聯手推出一系
列的活動，讓市民大眾也一同感受此項澳門

年度盛事的氣氛，當中包括弱勢社群和學生
的參與。最後祝賀車隊能夠蟬聯冠軍寶座，
實現在澳門第九次奪冠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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ઞㅸ෧ਁ  ϟ⻦ịіᫍ
   ᄺ  ၾઞㅸ᭽✫ᐐ௧௫⮹↚ႝ㗛ᷡഞ
¤⊎ۼ᪡ᕝ¥௫᭽⭾і㗛⮹ȊᮃӊېՓ⊎ବƺᚻ
ᄻ⼪ĳǣᄳ۵⡊⅟ᄷƄ⢪㗩¤ᮃіᫍ⿉టႽǭଭ
ῐᅷĳ¥Ⅳ۵ƃఴᮃǞࠣ㗛ઞㅸㄮᏡΡ⻱ܒ⠹
ᅇێᐚ⻦ịіᫍЀȷ㗛ၜᢼ෧ਁၤ  》Ǝĳ
/), ᾎⷢᢼķƇƸᵜ⢂ ઞㅸĸၤႯၾྭϟ㗛
ઞㅸㄮᏡΡ⻱ܒ⠹ᅇێᐚ⻦ịіᫍЀȷĳ۵ᾎⷢ
ᢼƕઞㅸՓᶉ᪦ЀȷǔⵏᅐယࠥǉᕣၜᢼЀȷゟ
㗛ၜᢼ⠾аⅭႽƃ㗛ၤ  㗛ᯃЎଭ
ชᙂ̌Ϥĳ۵ᾎⷢᢼƕઞㅸ⢪㗩¤⊢ΦǕ㏳ⱧƇ
ˡᮃᐜӓ㗛Ƈ࡚۵Ѐȷƕᐜӓᮃࡕ㗛ˡ㐈Ǖ㏳⁺ᑛച
⡊іᫍᐜఀĳ¥ⵏᅐယࠥ⢶ɘ㗩¤࡚ᆢઞㅸᫍ
ϤਘƸ㗛⿉ట⇂ঽࠢហĳ¥ӻ⒴пଥȷূЉ✫ᴿ
㗩¤ӧ⟰ઞㅸᮺᰓഞˡ㗛ਘᄷ₫₶ˡĳ¥
࡚ᆢ⠾аᯤ⯊ଭႳઞㅸṲƀᏡ⮹ȊఴήᏡ
ϟƸĳṲࠊᏡ  ķࠣḋƤ݊ĸ㗛ṲƻᏡ 
ķᾓ⦊ĸ㗛ṲƃᏡ  ķஅΡƝĸ㗛ṲیᏡ
 ķҘ⊢Ҙਅĸ㗛ṲǁᏡ  ķտᢶᮃ᷀і
݊ށĸ㗛ṲᏡ  ķාણƄᮃⴍ㉁ࢤĸ㗛сƄ
ķ⨞ゾƸĸᐐ௧⾓⮹ĳ
ᅓ̆ႝkϥᢶਈ㗛⥙k⿅⣨ĲҪᣞ
ᨉࣃk⎽❮⣨Ĳࡄᢶᅓkєх↗✿Ɲᮃᤇ
⃦іȷᢼķә㏾✛іΈĸǞၾᐐ௧ুଶΝۼ
ঽᎊ  ᄺ  ၾĳ⢃ᢼ᭽ଶ¤ᑇชᅑ⅜¥ᢽ
ঽᎊᕽގ㗛Ɲ⥙k⿅⣨ᑇช⭫⤼ܧ১Ჺᚨ
ఔ⦁Ƈ⥔㗛ᕽގƕǣᵜ⋬ਂ⡜ງጏᯃ⟺Ўၢ
㗛めә㏾Έᯉ》㏾୶ᤇ⃦۬ࠡ㗛 ා
ᮃᒒᒍ௫ǔ⯭ഞĳ
ķә㏾✛іΈĸ⤂⮭Ƹ⥙k⿅⣨ラᮃ
TFSHF めә㏾Έ⊢㏾୶ࠢɄ㈜㈜ёᮃပ
ƺĳ㏾୶ࠢɄ⡕ƅ⯔ᩘۢ࠽㗛ၜƄǺᮃƄӲ
ӕƅǮ⠣ဧә㏾ΈƓਁ TFSHF ⼪๕㗛ә㏾Έ
⊢ TFSHF Ո⯩⣵㗛៉ᅓᢼᄵࠢා౷ĳⅣ
టᢼ ЃᮃጏĲ༼㈜Ẅ》ޑư⥙ǔࠢ
ヨᵹ㗛ᓦ྿пዒఀ㗛⾏⦁ᩘ᪡ᮃіȷౙ
᠏ᄷ⥙⠔ᄷ∞Ƅ∽ᾮᤐビᮃൂĳ
ᅓᏡ᭽ଶᮃঽᎊᕽގԫ᧤ϟᐒᐒ ⯟ᮃ
ᗒӐ൛џĳ⥙k⿅⣨ชງ፬ጏ⨙۵⽺ȆᄵЎ
ϰ㗛ᵜᣤϸϔⴉ㗛⬃ၧプ⯫ᮃঌఇジᴿϟ

ƇơЎķ⽐⊌ĸЀᢼǔ↲ೇk
ϸਘਇᚯࢵႝႧ⾺ᾒĲᎊᅉࠤ൬
ํಛƸࠊま㗛✫ᴿ̆ᨣἾk⿅ᾛ๖
ḋƸటᢼᮃ㗛Ⅳᄵ⮚⯊Ȩ
۵ᚯࢵ⿉టর়ƕラ㎪ᮃֆ
ήᏡ》⊌⯊ʨ⾺ゟĳ۵៉ķ⽐⊌
ĸু̛Ӝईⴅ⡓Ⴝ㗛⿅ᾛ✫ᴿ
ǣӬ⇵៉ېķǛ⅟↗᮸ ĸⅣ᠄
‷ķ᳚ƕ⣍ ĸĳ¤Ƈᳬঽ᧤۵
ႳǕ㏳ഀᔀ㗛ᱫ⯰ķ᳚ƕ⣍ ĸ
ᮃЀᢼǔ〈୕ഞ⥙ᎊᅉ⸆⻱㗛ǣʭ
ଭՓᘱࢆ㗗㉋ၛ㗘⢪Ƹ⯊ʨഀ
ᔀ㗛Ԭ⡘ǣ⯊❮ও۵ᮃᎊᅉᓦḐĳ
Ƈᱫ⯰ƅɛᄷᄻǕ㏳⥔іĳ
ķǛ⅟↗᮸ ĸᄷҩ᪦ႝࠢ
ⱖϤᮃႽ㗛ᯤᮃᅇ⯊Ƈᄷ⽅
ᴩՓᘱࢆήᏡӺȷĳ¥⿅ᾛ⢪⯰
ĳķǛ⅟↗᮸ ĸஆƦਁө⾡ᚯ
ࢵ⿉టর়ᮃกᄻ⨦ᾨ⍃⾟㗛టᢼ

ਁ۵    ᄺ  ၾƄႨ㗛Ⅳķ᳚
ƕ⣍ ĸঽᎊ    ᄺ  ၾ㗛Ο
ⱖటᢼⱧᄷ۵ႝЀȷĳ
ķ᳚ƕ⣍ĸᾋϰƤЎᄻ⯫⢶ᎊ
ᐙӯ㗛Ṳǁⱖ۵    ᄺ⻱㗛
ӊᅓঽᎊ    ᄺ㗛ఴɛᅉ
⊓Ṳƻ  ᄺĳกǯ࡚ᆢᕠഞ
⟰⿅ᾛ₫₶Ӕķ᳚ƕ⣍ ĸ㗛Ⱜ
㏳ǣʭᄻӬ⇵៉ֆ⢶ဲᎊᅉĳȣ
ゟႳ㗛ķ᳚ƕ⣍ĸᾋϰЎஆⱖࠊ
ᯉ۵༜ֆ㗛؊ᾛቷk␁ၛkሮⅿၛ
Ĳ.BHHJF 2Ĳ৻kଯまẄⱧӧ
⯫ࠊⱖķ᳚ƕ⣍ĸ㗛กǯ⿅ᾛƇێ
ᐚưƇᄷਇటᢼ⯑ࠤࠢᮃటぬĳ
ķ᳚ƕ⣍ ĸư⡗ᄷࠪӓ⿅ᾛ
ࠊֆࠢਁ㗛ȣႳķ᳚ ĸƕ✫᧤ㆿ
⋯ᮃ㏞⦯Ҫk௬ህቷਁێᐚ₶ȷ㗛
ਈ❮ၛฒࠥkⰓ⅝ϸưਁ₫₶
࿆Ǻਈĳ

ķϠḫᝡͼ፨ĸ˴՜ۖಥ  ୯  ଂ

ᄁޫ¤അॴᑂ¥ۖಥ֮

ᢝkᱍᡩΛᦎለᢏᆴ
ǣՈාࠊ‰ᮃ▤߄㗛 ༡፬ጏᮃіȷưჳԔ
Ƹǣࡉё᠄ᪿᮃᣞ⤼ಚህĳⅣߥƄᗒƵᮃఇ
এՓیƅဧ␟ᮃហႧӾႽႱᴿਢᮃ 
៎㗛⯹▤⻭ᢛᮃ⤼ᡬư៉㈜》ޑᗣƸ
ஆϤƇল⊢ਢɽĳ⥙k⿅⣨ඌʺ۵ķ⯊ʨᑇ
ชƇࠤρĸƕᮃᑇช␁႑ࠊ⠕Ⅳӿ↚ࠢڃ㗛
៉ᗚᓙΝှᲺᚨఔ⦁ᮃǭ✫ĳᄻట⮱✫ᴿ
㗛¤ിƄƸ⥙k⿅⣨ĳിƄƸ⯊ʨശࠢϸᑇ
ชᮃᙔഀĳിƄƸǣ≴ⱖ⭔ாЕᑎᮃ‰ሿĳ
¥⥙k⿅⣨ᮃᑇชఔ⦁ᗚΜǔౘ㗛Ƈၠ۵㏾
ჳՓΊႝƕలᮃᱥᯑౘ᧫㗛》ਇƇӾǔρ
Ⳋ⊢ᙔഀᮃନࠢәପ㗛Ⱨ❙⥙k⿅⣨⢀ⴇϻ
Ȩ㗛ᑗʨ✫ഀⱧ⠳ӗ⠔ౘஒĳ
࿋㗛⢃ᢼᔑۥၜ௧⿉ట᭽✛ΡӲϟ
ո㗛ƕ⿉ۥట⾡۬ΡӲ⯚ӡ㗛ƕ⿉ۥట↹ǻ
ᄻ⽓ΡӲ᭽✛㗛ɇলటዌ㗗Ƅᕽ㗘Ҥф᭽✛
ĳᅓ̆ႝkϥᢶਈ㗛⥙k⿅⣨ĲҪᣞᨉ
ࣃk⎽❮⣨Ĳࡄᢶᅓkєх↗✿Ɲ㗛ਁၤ
 ᄺ  ၾ᭼⽮Ξ⽞ۥ‰ĳ

%$⡷н៵ਦⴞࡩʰǜ々ి
пǜⱅୋᴞ ᷏ਦ⾶จਞᮬެ
ƤЎଭహᱫ %$ ΡӲਁ៉ķ9
ᣞ⯻⽺ĸᮃਉⳢࡍտ⎟k࠶⍰ ᨪ
᐀ᣞkᑛภ Ṁ⿉ట㗛ᯃ
Ў⯊ǸƺഀӕᄻƸၜᮃ᭽㗛%$
ଭᳬঽƸ⯊ⱖ⿉టᮃ›в៉❮ၛ
ᒥkտቷĳտቷᄵ⮚ࠊⱖ࿆–
›вǺњᮃటᢼႳㆿᢼķᵲ⻰ĸ
㗛ଭၤᅓᄺ  ၾ۵ҀℂƄႨĳ
⼪ၤ⯊ⱖ⿉ట㗛ᨪ᐀ᣞkᑛ

⽠Ƹ࿆ǺƝǯ࠙㗛Ⱆర⼪ౘဲⱖ
⿉టᮃЀȷ⯫᷈㗛᮹ẻ⢃ひᯃǠ▤
ၤϲᅉ⽽ᑄĳ⯊ⱖ⿉టਁƝ⟰⯑ޢ
ஆʨ %$ ᚯᫍƕᮃࡍಚ⠕⋬㗛❮》
రᄻӬ⇵ᄷѲ᥉ᶜਉ⽺ĳ
ᯃЎʭਏƇ⇵హᱫǕ㏳Ⴝʵ
Ӭ⇵ᯚϻ⯊ⱖ⿉ట㗛ȣӬǯᳬঽᮃ
Ⴓ %$ Փ⏫ᾛⱧਇᐑひᯃҗϤൂ⊣
⨺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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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JZP ⽡Ӷ㏾ࠈ᪲ǯ⍱ǭⲲ
ࠢ✢Ԕ  ሂᕋ  ⏳᭵
 Ў .BLJZP Ⳗېᑏ⠾᷈⬋⯩ਁゾᔜⴉປ╎ƺዌ㗛
⮚ɛࡒ⭫పƕۥ᭽ᢼՓ៉᪡ĳ ၾƄķ╲ᆢĸᯃ྿
ࡒ᧤⬃লՓ⩴Ƅᮃហ⸒ஔ᪦ン㗛ӧ⟶ࡒⰛӶⰛ↉㗛⬃ၧⰖ
ᄻ㏾ࠈ᪲᥉ᦋᑆѡ㗛ࡒȝƦ⏳᭵Ƈਉ㗛⨙ϟンਘಘ㐈
⏳㗛۵⩴Ƅ⦈ⰓۼԊ⿂Ԃ㗛ⰖƄᄻନႧᒒџᮃߜ㗛
⬃ⰛࡍȘЉ⢗ՈۼԞƻช⏳㗛 ᐗᮃࡒႯ⢪⊎ବ  ᐗਘ
๖⏳㗛⏳㑨⻦⯱  㗛ᑖ⠇⇈ې᭡⯫Ǝ㗛ࡒ⢪㗩 Нᱫ⯰
๖⏳ႳƇࡕᮃ✛៉㗛ᄷ⡺⏳ĳО
Ўķ╲ᆢĸᦄᢗ၊㗛ຊᯚϻ .BLJZP ᧤⬃লՓ⩴
Ƅ Нӯ⡊Ὠ⁉㌃㌋⸒О ᪦ン㗛ᤎ൛៉ НⰖᓢⳖО ĳ⡊⅟⨲
๐᧤ޑᆢ᠏᭽᧤ࡒ НⰖᓢⳖО 㗛ӧ⟶ࡒ⩦ӘǔʭⰛӶⰛ↉
㗛ᒒᒍᐎጮ㗛ሑƄ⽠ƸࡍಚӘǔʮ῟ࡒᮃᡚ⍱㗛ਘӧᄻξ
ࡏ⍱㗛 ᪅ⲲⱧᯚƇϻ㗛ᯚɛࡒ⯊ޑンအᯌᗨⳝĳ
Ƈ⯫ ⲕ .BLJZP Ⅳ܌ᮃ  ӿ≏⋬㐇㏾Ĳ⬃ᅬࠈ᳣ᮃ᪲
ঌਘᑛࡒ НშО హࠜ㗛⢃᪲ঌƇႽਇࡒเǯ⼪ിᵜ㗛Ⅳ
ƌ✫ഀᕷ⢔Ĳіȷむࠢ㗛žƇˣ⢽⼝⣈㗛.BLJZP ưゖ
ゖ⭫ゎێප㗛ᯚɛਇǣҰ⦁Ƈପĳ
㏾ࠝߜⰁႝႧ≴
ン᫇⽠ƸӾሑࡍಚӘǔʭ㗛⯊Ȩ㏾ࠈ᪲ᓢਘᐑ⾹⻱㗛
₫₶⽡ .BLJZP ۵✢ゎᚯᐒ㗛ȣ  ǔ⻱ࢊЄശʒງǄ⡗⩥⾹
㗛ƇᱫႳԏېゴई⩦㗛.BLJZP ᐑႽƄߜⰁ㗛
ȣࡒᮃ НႝႧ≴О ৮۵⮉⤳ࠤ㗛сƄӾႽӕ㐈⨞⏳

✢Ԋ⿂Ԃ㗛⾮ჾႽ∍ⲶⲲఔ⦁㗛ȣ࡚Ǟ .BLJ
ZP ӕࠜƸžʨࡍႧ๖⏳ᮃ MPPL㗛⠔ൂǠƇࠤɈĳ
⡊⅟Ⴏ⊔⿉ .BLJZP㗛ࡒ⯃⿲  ᐗਘ⻱ࢊ๖⏳
㗛 Нन⩦ࢉⱧᄷ๖⏳㗛ᅓɛႳ⡁ӏ⏳Կᮃ
㗛ȣⰬႽʵḋᎊẄࠤơర᠄↉㗛ӕᯚϻࠢৎ
Ⱨ۵๖㗛กǯư⩦๖О ĳ
 ࠣ๖  ሂ៉ࣀׯ
ࡒ  Ўᚎ  ᐗႽᄳ⡺⏳㗛ῐᆢࠪဠ㗛
НਘϟӓᯚϻᄽӘⱧ۵๖㗛⊎ବưᄷƇȪ⩦ᄽ
Ә⟰  ሂ⏳㗛᧤۵ᑗࠣࠢዙ๖Ƈϻ  ሂԐО ĳࡒ
⊎⢗⏳᭵Ƈࠢ㗛ư⢗Ӿ๖⏳ႳƇࡕᮃƺ㗛сƄन
नӓ⇈ې᭡ᬀ⯎㗛.BLJZP ن⢪㗩 Нᄷήхп
⡺⏳ĳО
Ľ ࡍᵜിԊ⿂Ԃľ⽈⢛⠹Ƈήᤇ
⽈  ᄺ❙ķ╲ᆢĸᯉ྿ᶠƅ๖⏳㗛ƺఴ⯰ᏽ
ᷡႳ⿌⟰с⽡ᄽӘ㗛ʒ⤦ၾఴƇᄷήᤇ㗛ᗨ
ၜఔ⦁ପ㐈ᡧᡳᐣ᮹ĳ
ⴅᷱ⊢ㄱ⏳ ৗ⯔ῐ㗛ёࡆ Нտ⏳ӿፅО ৾▪㗛ᄳ
রտ⏳᧫ࠜ
ЎƝྭরưᄳ❙ķ╲ᆢĸᯉ྿Ⴓʨ⏳Ә㗛Ⴝ⠣ⴇ ⢪ㄱ⏳ర⾺㗛Ⴓံёဦฯ⢗Ƈໞᮃӿǔ㗛ᓢᄻƤž
ᮃ᧫ాƇᄷ๖Ĳ⡊⅟⸆ϻˡᑙਂゟㆽẄ㗛ఀ⢶᠄ ĳ
⏳᭵㗛ȣၾЎӕ❙ϻԊ⿂Ԃĳ
ⴅᷱё⢗Ƈໞ

᱃هᤍဈܢᘱˠ
ࡃࣔᬎᰅ НО ᱀ᰋ҂

ഖࡼ㗗⽈ࡼ㗘ႳӭយΧǭ
✫ಚࠣԀ㗛࿋ᇑాࡒ  
ㄮᏡဏ◹⊓Ǟ  Ꮱଣ㗛ǥ῟
ӭҀਉନ◹ޑᶰ⯱  ␏
΄㗛៉ӭយ⯚⠔Ί⦲Ȗ⯡
 ͖΄㗛۵ᕣ✛つጮ᪽ӗਇ
ӭ᜴㗛Ⱨᄻң⨨⦳ᦋ㗛࡚
ᐑǥϟṄⰀਉନ◹ၤ⻫࠙ĳࡒېӓ  ᄺ۵ਉନ◹⻱
ַ௫᭽ᮃ⿑іゾᔜ㗛Ȩ۵ਉନ◹ਇ》ᮃƕ⏫ⴈ⻦ᘄӻ⊣
ႯᑩƇ᫁ഀထᤥ⢂㗛⌹ਉନ◹⯋⯫⽈ࡼ᪱⣀㗛ਘ▪өਥ
ᒅ Н◹ᔾਉନ◹О ĳ
Ⴏķ╲ᆢĸৎ็⿲⽈ࡼ⯔  ᪱⣀ਉନ◹ᎊᅉⱧ
Ӷ⻰⻫℡㗛௫᭽᪽࠙⤠᠏㗛ଵ⥄ֆᄭᤐ⭾ਉନ◹㏾Ềȷ
ዌĳ⽈ࡼᮃᾎǔ⽩⹙ଟႯ✫ᴿ㗛ϲ༓ϟ᪱⣀Ⴝ㗛၁
ѿਢᅑ⡜ႝ⟰৳⿑і⽂Ѐ⠾ᫍ㗛ⱧႳẄϻᎊᅉఴήˡ
ᮃ❹Ά⧓၊㗛ⅣǣʭṲž⼪ᮃᎊᅉৱᇑⱧ⯫ƇƸ㗛⠹ƅ
Ƥശ㗛⯔৳⠾ᫍᄰᮃ፬ᄷⱧᓢᄻ㗛ਇ⽈ࡼƓƇΡĳ
ǣ⯚žᐒ⢪ႝ㗩 Нⴈᒅ᪡ᕝո⧬⿌❙ゴ൵㗛ʭ

Ξ⨄Ӿ㗛ȣࠢৎ⟰ΤӾ》ਇਉନ◹ᮃሂᅓゟ㗛⽈ࡼႳ
᭽᧤ਉନ◹ᄷ⿑іᮃゟ㗛ࠢৎප⢃ž⨞ɛ⠣ᓍĳО
Ԟ  ͖⠔Ί⦲
Ⅳ⽈ࡼ⊎  ᮃ Н45"3О ଣ⻱ࢊ㗛ϻӓᮃ
Н៓ฒⰮО  ᏡଣΤǥϟ  ␏΄ޑᶰ῟ਉନ◹㗪ƌ
ࡒ۵⏫ǔƎ᪽ྸᄻࠢὊῪ㗛ӓ៓ฒⰮӭҀ  ޑϟ
㗛Τᾒ  ␏ӿ⠔ɛ⊎ᕽ࠙㗛ǯ  ࠣ  ࠝヘ  ␏΄⠾Ẵ
㗛៉ӭយ⯚  ͖΄ᮃ⠔Ί⦲㗛 Ў  ޑ⾟ۥৎ⇄
ޑַᄷ㗛ၢῩ⠾  ␏ӿ⠔ᄻžҞ〈ᅓۼǔ㗛⁺⠾
ᐙɛ⽈ࡼ۵ӭַᄷᮃ⠔Ί᪣ˎ⯡  ͖΄㗛៉ӭយ
᜴⦳ᦋ⋪ࠜĳ
៎ၢ௧โ
ȣ⯊ǄᄻఔĲ᠄ఔᮃ⧓᪣㗛Ǡ⾺⥙ਉନ◹⊢ۼਥ
ᒅӜ⽈ࡼ⻱ַ㗛ᘄӻ⊣ⴈ⻦ႯӜķ╲ᆢĸਂ⡓Ⴝਘ
ထ⢂㗛⌹ᅑɛ၁ѿਢ⯋⯫⽈ࡼᮃᎊᅉৱᇑ㗛ᄷӛᄭ
៎ᮃၢ௧โϻஒ㗛 НʭӬ⇵ਘǯ◹ᔾ◹Ԑ㗐࡚ᆢή
ག㗛ਘ⾶◹ӓᔾਉନ◹㗛෧۵ৱ⥄ᮃႽʵ㗛žษǔ
⯫ӓ⽩ഀĳО

ǁᄺࠣ⽂⿑⠾ᫍ৳   ⾥⾄࢘ᇷΥஃ
ᦡࠊࠊҪ⼪⧦ƇƸᵤ Ꮂᅮࡀ⼢ⰻຈ НいਛᑯО

᐀ช᪱⣀ӭҀਉନ◹ᅓਘۘ⾺㗛Ƈ၊۵⽈ࡼሿᏴఴ㗛ӕαϟžǻ⿌⟰၁ѿ
ਢৱ⥄ֆᄷ⊢ԸⰛⴈ⻦ᚎശᮃ⽂⿑⠾ᫍᄰ㗛Ƈ⯫ਘహή৳㗛࡚ᐑžɛ㗛ᄠၾ
்Ⴝĳ
ࠣ۬⣨ⲕਘ༜᐀
⥎⅟ᢗ၊ƅᄺ۵ਉନ◹ַ  ޑᮃǁᄺࠣ㗛Ί⠾ᫍᄰప⮝ਘ⌙ž㗪 Нᦡࠊࠊ
О ႝ  ᄺƕਘ⟰ဏ◹㗛ȣ⠾ᫍᄰৱᇑῐᆢᅑϟᢜ㗛᠄ᔑ⧦ᵤᄻ⌺⾺⠹ĳ
⾮᠏ǁᄺࠣưƇض᐀Ⴂ⥙ὊῪ⊣ࡉ⩸⫫㗛ȣƕ⏫ⴈⴈ⻦ᘄӻ⊣Ⴏ⯃⿲
Нਇၢరᄻ⢢ശ㗛⢪Ṳ  ַ࡚ࠣᆢ⿑іⴉڴ㗛Ṳ  ࠣ᐀،ᄷΞⱖဎໞО ĳਇ❙ᢗ
⠾ᫍᄰә⟴৳Ƹ  㗛กੀᯌʖつጮȩ⢶⢪㗩 НžϥⴉӭҀਉନ◹ᯌ⼪᷈ĳ
О
࿋Ƹ⠣㗛ᦡࠊࠊַᄷଭϻ༓ǉ⠾ᫍᄰ⽽ᑄ㗛ȣ⾱ၢⰖᓢ⻱ᄷ㗛Ẅ⻱ᄷ
ϻᳬ⢗⇵⮈㗛Ȗ⠾⟰  ԸǯƄĳƝ⮈،Ȩ Н⨦ᾨ۩はО ✫ᴿ㗩 НʭưႳṲžᏡ
㗗৳⠾ᫍᄰ㗘㗛ƇႳⰬ㏳ᗨኼᄷ⥄Ν㗛ȣʭƸ⠣⽌⮚ਥᒅൂӜ㗛ᄷ᮹пⲮ
ӺĳО ᦡࠊࠊᾎǔЉ⢪㗩 НʭӧႳၜǔ㗛ᄷⰇᠯ⟷ঽĳО

ഖࡼ㗗⽈ࡼ㗘᪱⣀  Ꮱਉନ◹ᎊᅉⱧ❙
ㅊێ㗛ưƇ῟᧫㗛ఔӾⰀ৾ᑇ㗛⬃៉ᎊᅉ
ৱ⥄ֆƤžᮃ '*3۬⻦⽩৯✫ᴿ᠄ᐑ
ƺ㗛ᷡᎊᅉ⮚  Ⴇᅉࠤ⻦сƄ⢃Ⴝᑄఀ᳨⩮
⬵ᡚ⻫㗛⌹Ξ῟⽈ࡼ㗛ਁᤁᣘӤ࠙᪱⣀ᮃ 
ࠜʨ۬㗛 Нਉନ◹ႳΡΤ⦲㗛⟰Ρ⻱ထ
῟กᄻ᪱⣀⅟㗛ϟ╎ǔซᄷࠜ㗛⣀⽈ࡼƇ
⟰ᅇ㗛ਇᓢᄻ৾ᑇࡒО ĳ
Ƈ⠣၁ѿਢṄᅑҤ⢶
ǣǯ⿑ଏᮃ٧տ۬ Н΅௱ᅓ⋬О ៉
ɟ㗛΅௱ᅓ⋬ӓ  ᄺϟ⿑ېі⯑ਥᒅ
ۘ㗛⮚ᅉৱ⥄Ⴝฯ⣨ဎつぬාӼĲض᐀

ᗫĲƇ㐫і᐀⮱㗛⌹ᄻ᐀⮱Ƈ↡Ѭଥ⥎᪡
ᄷϟޑ㗛ǣ⢗៉⢢ശҗ⩅㗛Ṡ⢪㗩 Нʭ
ưႳαహ⃦ⴈ⻦ᮃࠢƇ⣝㗛⣀ӷၢ࿆ʒ㗛
⥙΅௱ᅓ⋬⯋⯫ĳО
ȣƝ⮈،ȨƄ௫ࣂጮ✫ᴿ㗩 Н Ըᄻర⻦
ؠ㗮ưᄻ╎ǔᮃ᪱⣀⨦⯫  Ըư⯋⯫㗐ƌṲ 
Ꮱ៓ฒⰮưႳ  Ը㗛⯋୕Ⱨᄷ⩦Ɲ⮈ၢҤ⢶㗛
ȣưᓢᄻ㗐О ࿋Ƈ╎ǔ۵᪱⣀ਉନ◹
ᎊᅉႽ㗛ᄷࠜ᪱⣀ஆࠣ㗛⌹Ⴝࠤ⻦㗛၁ѿ
ਢᄷϟ》Ҥ⢶㗛ȣ⽈ࡼ⯔Ҥ⢶ᮃ፬ᄷⱧᓢᄻ
㗛ә⥙⽈ࡼⰀ৾ᑇ⢪ᔑᓷᓷ༛༛ĳ

Ԭ

యਕ

 ফ  া  

:HGQHVGD\ 1RYHPEHU  

C3

ƕۥట⟺

యਕ

 ফ  া  

ķᢱᢱӓ֎Ύĸলӻ৮пۢὊ
¤ᅾҀǴݧ¥ᯤᮃ⨦ჲౘ

:HGQHVGD\ 1RYHPEHU  

Ṳیচķᢱᢱӓ֎Ύĸྭϟǯఴࠢᦄࡕ⡯
㗛ệᯃƕᮃஆਇᢰঌᎊưⱧᦄహƸ⠔ʭᮃ
ി㗛᠄⣈Ⴓ৮ℷ⅜ᢱпᮃ␃␃ᮃ⽈│ⰖႳ
ୌᒒᮃਉǐঌՓᢱᢱǐஆਇᢰঌᎊⱧᦄహƸ
⠔ʭᮃി㗛ΦႳᓨᙍՓΎঌলӻᄭႳۢ
Ὂ᠄ံ㗛⠔ʭᾩᾩ✫ᴿ㗛লӻ⻦హర̱Ǵ
ݧ㗛ⅣƌҗϤƪଧථƺ㗛ᯤᮃႳ৮пۢὊĳ
۵⮚ၾྭϟᮃķᢱᢱӓ֎Ύĸƕ㗛ਉ␃ࢶ
ՓᢱᢱʭӕɛϻƸၜᮃᯃᮃۼ㗛ӕ⻱ࢊƸⰊ
ঌࠢ㗛Ӭ⇵Ⴓ៉ېᢱᢱƤЎ✫ᴿഞ⟰  ▪
㗛ېᐑলӻਘ⡊۵ౘ❮Ƹ㗛۵ⰊƸ  ▪Ƥ
ఴলӻ✫ᴿഞ⟰ήᄭ༜ࠊƅ㗛ېᐑলӻՓᢱᢱ
ᓨᙍᄵῇⰊƸ  ▪㗛ȣႳ  ▪Ⴓࠊʨዒ
ΦἉ⽎ƌᲡ⊥ᮃঌ㗛៉ېঌరἉ⽎㗛ᓨᙍ
۵Ўపᮃ⩴Ƅਘࠊᯉ۵⢪Ǖ㏳㗛Ɠƌਇ
লӻ⢪㗩¤ࡸ⊎ବⰊᮃঌ㗛ࡸ⟰⊎ବ⦱⦼տ
㗛ࡸ៉Ǖ㏳⠐హࠊ▪ƇࡕԲ㗛ࠊ▪ᅓɛႳ
լʭᮃ㗛ȣႳ᧤۵ƇႳƸ㗛ࠊ▪ᯤᮃరƇ⸆
¥লӻ✫ᴿࠊ▪ঌᯚࠤਉƸ㗛ᓨᙍਘ⢪㗛
ࡸⰖ١Ჺĳ
Ӭ⇵Ⴓ៉ېᢱᢱࠊᯉ۵ٜϡ㗛⥙লӻ⠐హ
రਨ㗛ၤႳ۵ệᯃ❮ాɛᓢᄻ⯫ᮃলӻῇ
ၤᢗ᭽Ƹ㗛ᢱᢱ㗩¤ᢱᢱ㗛ࡸ៉Ǖ㏳⅜Ⴓ⢪
Ԥ¥ƓƌҗϤ⾺⯫ᮃƸ㗛ᓨᙍЉ✫ᴿ㗩
¤ᢱᢱƇ⢪ࡸ㗛⯊Ⴓࡸ⊎ବⰊᮃ㗛լʭ⊎ବ
ਘฯӜࡕԐ㗛ӧႳ⠐హࡸᄻႽʵࠤᐓၠƸ¥

ㄱᒺ╎

C4

ᬑᕣᖙᮃলӻƇȪƸహᄭӐোƸ㗛ȣႳ
۵ᮃӾႽ㗛ʭলӻưƇধℷ㗛ᢱᢱ㗩
¤ᐓၠႳלԤ¥ᯚᮃర⾺⯫ᮃলӻ㗛—Ә
ʭ✫ᴿరౘ㗛ȣႳᯚϻলӻᢱᢱ¤ᐓၠႳ
ל¥ᮃႽʵ㗛—Әʭ✫ᴿၽ⾺⯫ӕ⠐హࡕṠĳ
ᯚϻ⊎ବⰊᮃἉ⽎ᮃঌƤఴ㗛লӻư⠐
హᄻǄൄ㗛៉Ƹ⇵ࠞᗫ⭄⊎ବౘ❮Ƅᮃൄ
㗛লӻࠊᯉ۵ฮ⢂ゟՓᢱᢱ⢪⢂㗛⾮᠏Ⱆ۵
㗛ȣႳɭ⊥хпᮃՓᢱᢱ⢪⢂㗛Ⱆഞ⟰୶ф
ᢱᢱဋຄঌ㗛ȣႳ៉ې❮ᄻࠤࠜᮃ۱
㗛กǯᓨᙍ⥙লӻϻ࠙》ӓ㗛লӻ↡ᢱᢱᮃ
ຊᴿ㗛ࠊᐒࠊᐒ⮹ϻঌ࠙》㗛Ⱆ୶фᢱᢱ่
ࠢ⸒㗛῟ᢱᢱဋຄਉሑঌ㗛୶фᢱᢱวḠ
㗛ᯤᮃ⨦ᾨථƺĳⅣᓨᙍư۵Ƥఴᮃⴅ⡓ƕ✫
ᴿ⊎៉ېବ୕⢪⢂ࠢ⻫إ㗛сƄ⊢লӻǉᕣ
ᑛ⬵ڴӐ㗛กǯলӻਘࠊᯉరਨ㗛ȣႳǯল
ӻᮃಚህҳɔႳƺ৮۵Ў㗛ᓢᄻǔ⢪ǣᮃ
⢂㗛ǣưƇᄷ㗛ᓨᙍư✫ᴿ⯊Ǹƺ⊎ବ⿌⟰
᎕⡁ĳ
ệᯃƕলӻථƺᮃፆঌᯤᮃ⥙ǔరൂі㗛
៉ې⠐హঌࠤᲡ⊥ⅣਇƇ⨞ᢱᢱ㗛↡ᢱᢱ
ᮃٜϡ⊎ବƇȪਨƸ⨞ɛ㗛ȣႳলӻ⊎
ବ⇵ࠞ῟⊎ବฮ⊘⽽ƅ㗛᪦϶ᮃƺഀϤဧ⡜ശ
п㗛రਘ⇵ࠞా೯̟ƕ⠣∍ϟɛ㗛ɭ⊥ႳⰬ
ʨᯉᢵࠣᯤӬിථƺᮃਉলӻ㗛⯊⥙⠔ʭ✫
ᴿరൂіĳ

యਕ

 ফ  া  

C5

:HGQHVGD\ 1RYHPEHU  

˖͝܍˗۹֢᭯

㛅ӾఔஃईӦծ⧬⍝グ㘛झ劽੪㘖ࣣ
Բნ⍝ᆔՏ≐Ǯ

㒶˯ਅ

回收
門票

還票債
ƹ

㱑᳆ᘲࢂ

ƹ
ఔ
ნլႃ
ნլ
ნլႃ
⢒ዓ㭙
⢒ዓ
⢒ዓ㭙
ᦖ

ీㇴ効ㇿ⨦ ឆሑ
☰劺㛅Ӿఔ 3POBME
⎬㩐ნݨᩮ㑻Ӧ⠡㰙

ƹ
Ǯ

⮣エمՏᵾ৾ᝌ劽༪ᙘᚗნ

ķǉҦΨҭĸਥᛊ㙩ࠥᫎӷ៵ǫǜ˩ࠥȀǂთัѥǜ᮳ Ⲓၛǖķᦆ⦖ᤶĸঽࡩᠯᕣϟ

⿉టķตĸחі
ራࠣĲ⼪ᗒ᧤⬃ф⽟

⮚ၾ㗛ΊటႧईట⟺̛ईᄻ
⽓ΡӲ۵Ҁǎ⊤✛חі͓௧㗛
ၾႝႧ⧚وራࠣĲдഖĲ⼪ᗒĲ
ӣ▪Ĳኯࠢ㌸ĲੱẄట⟺ႝႧ
᧤ޑф⽟ĳᕝіƄ㗛ΊటႧईু
ଶ⿉టķตĸҳਁחіĳ
⿉టķตĸ⤂⮭Ƹƃʨഀ
Ӿช⩅ᮃਉࠡȘ㗛ࠊ⨞ᯌງ⻦ࠢ
ᐙǔ᪡ƕ⨞⨞ȈȈᮃပƺĳΦ
ƕᄻౘⳋưᄻᗄᒟ㗛ᄻೠೆưᄻ
р㗛టᢼⰊਁ ĲĲ
ƃʨႽᅉᮃǔᣒՈ⯩ᾍ⾡۵ࠊ⨞
㗛۵ᇁᷞ᷈ƄḐᲡƸ̛Ῡശℕ
Ƅᮃിഀᢼ㗛⯋⯫ƃʨǔᣒᮃՈ
⯩⭫ใ㗛⡺̛۫⯱ࠊʨƝᕣᮃ͎

᪲ภࡍ❺⯑॑ܧऍ

Բ ⍝ᙏნ㾛㝎ᨇᝢ㦬◐劽 ᙷբⅢ
㔂৾مㇿ⨦ᝌ劽㭱॒ߖᚻഡ݀㛅ᡷ
効&NNB 劺ॿ´´㛅ឝᶊ㚚ᝌӦईᵾޱ劽
ӥ լ ज ఛ Ḩ Ḩ ӟ ఛ 劽 3POBME ⮋ ૌ 勋
ğբيᚰ㰧劽ᎏᚰᭆ劽ս≞բשي
㾯ǮĠ⎬⊏Ὶ⚷Ǯբࣨனࠨ
ృᆬ՞ᝫ⫖ᵫ㐲ᔯ▉㪡ᭇ劽

ỗ紀念

入 行 20 周 年 ，
Ronald 將在紅館舉
ӹ⚷യែ⫖ጚግ
行演唱會，15 日記招
㇗ୈ༪㦥▉㌪ޱ劽
上公佈門票於今日正式公
開發售，大會更安排一副巨型
բ⡥༰㖼ᗶ
大富翁，比喻 Ronald 這 20 年在
㦥▉劽ծ㙅
事業上面對不同高低起跌，當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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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㰙ᏚᝢയӾ㮈⃑
據知內部訂票預售反應熱烈，Ronald
欠了不少“票債”，問到會否再加場，
Ronald 笑言：“加開午夜場，自己沒所
謂 ， 不 過 隊 band 都 要 睡 覺 ， 會 否 開 日
場，也得看他們的安排，現在是欠下不少
飛債，有些十年無見的朋友都突然出現要
取票，或者大家‘餓’得太久，本來希望

無須等十年再開秀，最後都要隔十年。
我們太淡定，沒想過入紙紅館一年都
不批期，結果入了七次紙，今次如像中頭
獎，因不知紅館批期準則，他們沒說原
因，只叫你繼續入紙。”鄭中基坦言加場
後仍未能滿足撲飛需求，身邊朋友甚至
話：“你不用派利是給我，給我演唱會票
吧！”Ronald 笑言要開始入定紙申請下
次，十年後先得，到時已是30周年紀念演
唱會。

㛅ឝᶊᅶ⡠բ⮢
因屆時是農曆新年檔期，故Ronald表
示很多朋友均外遊，所以請嘉賓有難度，
問到會否安排女兒上台？Ronald 自爆女兒
已自動請纓，應該初一會來，因其他兩場9
點半(晚上)先開秀：“女兒說她上來，佢點

我出去先，個女喜歡自己作歌玩即興，沒
得綵排。因不知她會寫什麼歌詞，每個星
期都會改，唱錯都無人知，所以她的歌我
是彈不到，她經常變，選歌好嚴謹，(父女
檔合唱？)她不唱我的歌，只會唱自己作的
歌，又會設定對白給我，這是她從小到大
的性格，所以跟她玩好省力，她會指示我
做。
個唱的舞台設計，左右兩邊會加建兩
條長通道，方便逗利是”他又指爸爸鄭東
漢會彈結他：“爸爸要選快歌彈，這才顯
示到他的威力。”屆時三代同堂上陣，
Ronald 笑言：“他們是菜，我是汁，有空
走出來給他們點下。”而太太和兒子便不
會上台，因兒子很準時睡覺，不似姐姐要
充到無電，他笑言：“好彩是這樣，否則
會好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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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曲街”，代表他曾在飛機醉酒鬧事的
一段低潮期，Ronald 都認同當時要停一停
沉澱去想將來路向，在台灣出道的他，其
後赴港樂壇發展，繼而先獲台灣金馬獎再
奪香港金像獎的“最佳男配角”，早前又
先在澳門舉行入行20周年演唱會，跟住突
然又話紅館申請獲批，Ronald 以四個字形
容自己的命運是“衣錦還鄉”。

効Ӿ╣㪞劺中法合拍電影
《勇士之門》15 日在北京舉行首映
記者會，由導演馬蒂斯霍恩（Matthias Hoene）及主演趙又廷、倪妮、
吳鎮宇、奚夢瑤連袂出席。主演趙又
廷是由監製盧貝松（Luc Besson）親
自致電邀約，讓原本婉拒出演的他，
成功被說服，趙又廷在片中也首度挑
戰全英文演出，考驗語言能力。趙又
廷首次與盧貝松合作，但趙又廷最初
卻讓大導演吃上閉門羹，趙又廷說：
“接到邀約當然很榮幸，看完劇本後
也覺得故事挺有趣、很奇幻，只是覺
得年齡層比較低、故事相對簡單，覺
得沒那麼有挑戰性，所以一開始婉拒

了。”但最後盧貝松親自打電話與趙
又廷溝通，讓他受寵若驚，成功說服
他演出。
趙又廷在該片中以全英語演
出，雖然他從小在加拿大長大、精通
英語，但第一次全程講英語，仍是不
小挑戰。對此，趙又廷說，“我覺得
蠻新鮮的，也發現平常用英語交流聊
天都還行，但真正要用英語表演，跟
平常用中文說台詞還是有很大的差
別。”
除了全英文的挑戰，趙又廷還
得面對“看不見的敵人”，因電影使
用大量特效，所以常常在綠幕前、靠
想像表演。趙又廷坦言：“因為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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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對方，所以也沒辦法確定自己的動
作、表演是否精準，一切都要等到後
製完成後才見真章，這是比較忐忑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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㱑᳆ᘲࢂీㇴ 由張藝謀執導的電影
《長城》15 日在北京舉行“五軍集結 雄關
點將”發佈會，導演張藝謀攜景甜、鹿
ᛉ、林更新、黃軒一眾演員亮相，為影片
宣傳造勢。影片將於 12 月 16 日在中國上
映，並將隨後在全球包括北美、歐洲在內
的多個國家及地區公映。
針對此前熱議的演員陣容問題，張藝
謀在現場表示，選擇這些演員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他們符合角色的形象氣質，他還特
別提及，大家都是努力的好演員，他們都
有想為中國電影走出去貢獻一份力的信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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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蕊妮斥以真兔皮造公仔好殘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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㱑᳆ᘲࢂీㇴ効ㇿ⨦ ᡧ㫥܁劺正在蜜運
中的黃芷晴，透露十月底與男友去了沖繩旅
行，聖誕她又想再去芬蘭過白色聖誕，又想
去看北極光，但不想男友請太多假，所以未
找到伴同行。她又透露最近學整蛋糕及曲奇
等甜品，爸爸黃日華跟男友會一同試她的廚
藝，但有時只有她跟爸爸兩人就沒有下廚，
令爸爸呷醋。問到她是否向人妻目標進發？
她笑說：“不知怎樣回答好，我還是事業
型，除了做甜品，都想做皮革生意。”

㱑᳆ᘲࢂీㇴ効ㇿ⨦ ᡧ㫥
܁劺田蕊妮(阿田)、徐肇平、陳
婉衡、陳潔玲及劉萬儀，15 日
到將軍澳出席活動， 近日在無
線劇集《來自喵喵星的妳》扮
貓的阿田，更即場扮貓。
阿田受訪時被問到會如何
歡度聖誕？阿田表示聖誕節會
照常開工，但平安夜就會放
假，希望可以食到老公杜汶澤
煮的聖誕餐，但不知老公到時
拍完戲未：“好久沒食他煮的
食物，(會否由你下廚？ )佢要
自己煮，我煮佢會彈三彈四，
其實我煮的已好好吃！”問到
她會否因拍《喵喵星》而想做
宣傳愛護動物的活動？阿田自
言是貓奴，一直都有宣揚愛護
動物訊息。提到有人拿兔皮造
公仔，阿田直斥殘忍：“好殘
忍！何解要這樣做？家長知道
都不會買！現在科技先進，牛
扒都可以種出來，何必用到真
皮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