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牛大計

E n t e r t a i n m e n t

一年之計在於春，歡度完農曆新年假，逗夠利是兼養精蓄銳後，就要開始

好好計畫牛年新大計了。如何迎刃即將面前的難題？怎樣面對○八年金融海嘯

後帶來的全球經濟蕭條？要振奮市道，一眾歌手已經策劃好他們的工作大計，

決定要讓自己做到隻牛一樣，堅信肯耕耘自然有好收穫。

一牛當先，由屬牛的劉德華帶領一眾好師弟妹，包括屬羊的許志安（安

仔）、屬馬的任賢齊（小齊）、屬羊的王菀之（Ivana）、 屬猴的黃宗澤（Bosco）

與at17屬狗的林二汶和屬虎的盧凱彤（Ellen），一齊向○九年進發。

‧撰文：蘇艷梨 ‧攝影：曾衛惠 ‧設計：美術部
‧化妝：阿麗（劉德華）、Jenny Tziong（王菀

之）、Angel Yip（任賢齊）、Cathy Lau
（at 17）、Maggie Lee （許志安）、
Cyrus Lee@Beauty Tech（黃宗澤）

‧ 髮型：Johnny（劉德華）、Zing@Hair Culture
（任賢齊）、Derrick@p.o.phairdressing
（at 17）、Billy Choi@Hair Culture （許
志安）、Kel Fung@HH（黃宗澤）‧

‧ 服裝提供：YSL（劉德華）、Versace（許志
安）、Just Cavalli（任賢齊、黃宗
澤）、Ports 1961（王菀之）

‧ 場地提供：Gateway Hotel（黃宗澤）
‧生肖運程取材自《TVB周刊》出版之《牛年行
運天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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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喜訊
本命年為牛雖然是犯太歲之年，但由於○九年的值年卦，能「自天佑之，吉無

不利」，所以好運自然來。六一年出生的劉華大利於向外闖蕩，所以其世界巡迴演唱

會定能順利完成，今年更宜於婚嫁生育，不知今年劉華會否為大家帶來喜訊呢？

T：TVB周刊　　A：劉德華

T：○九年的工作大計如何？除了繼續歌、影兩路發展，還會有其他新計畫嗎？

A：首先希望可以於農曆新年前完成王晶執導的《未來警察》，然後可以給

自己一個年假稍作休假，繼而迎接二月份的新唱片宣傳，新唱片名

為《Love  Hope》，以情歌為主，所以公司認為於2月14日情人節

推出是最好的。另外有幾部新電影正在揀選中，希望年中還

可以再推出一張全新的國語大碟，當然還有的就是繼續我

的世界性巡迴演唱會、廣告等等工作。

T：自○七年年尾的《Everyone Is No. 1》以後，為何這

麼久才推出新碟？

A：這張大碟可是花了接近兩年時間製作，由去年年中開始錄

歌。由於○八年我好忙，加上希望唱片精益求精，所以用了這

麼長時間。這張大碟希望帶出愛及希望這個主題，其實○八年公司

一直有為我的新歌派台，去年的〈一晚長大〉和〈未到傷心處〉

等，都是流行榜No.1。

T：新曲〈I Wish〉想和大家分享甚麼訊息？除了此曲以外，將會有甚麼新歌推出？

A：聖誕節和新年，決定就推出〈I Wish〉，歌詞是祝願大家可以夢想成真。而最新

派台歌就是電影《游龍戲鳳》的主題曲〈I Do你是我的所有〉，除了有廣東話獨

唱版〈你是我的所有〉外，今次我還作了一個新嘗試，就是邀請女主角舒淇和我

合唱國語版的〈I Do〉，這一個很新鮮的配搭。

T：娛樂事業以外，○九年有否希望有其他新突破和目標？

A：常常都會被問及「突破」這個問題，作為一個藝人，我當然希望自己每一年也有

新突破，然而在圈中浸淫多年，我發覺要「突破」首先要忘記「突破」，因為你

不停想如何可以「突破」，結果只會停滯不前。現在的我，已經不會再說要想想

如何突破才開始工作。我的方法是忘記過去，不停向前。只要你開始踏步向前

行，路上自然會遇上很多新挑戰及新事物，從而得到突破和進步。所以在此亦

與樂壇一眾後輩分享，只想如何「突破」才前進的人，其實會浪費很多時間原

地踏步，不要想太多，向前行吧！新希望每天也會出現的。

T：近年娛樂圈喜事重重，幾時又輪到你傳出新喜訊呢？

A：哈哈！我的喜訊就是於2月14日出唱片和天下有情人共度！（那不是真正的

喜訊呀！）甚麼叫做真正喜訊呢？喜字代表開心，我日日也有喜，你呢？

重新出發
羊人今年乃是「沖刑太歲」，亦是關鍵之年，人生將會起重要變化，影響將來，事業上

會有大轉變。一般來說不宜擔當大計畫，然而六七年出生的安仔，今年是吉慶年，無論結

婚、創業、升職等等都皆有機會，所以選擇於○九年於事業上重新出發，是一個好時機。

T：TVB周刊　　O：許志安

T：安仔已經很久沒有和香港歌迷見面了，之前離開了的日子是休息還是有別的工作發展？

O：我承認○八年是有少少懶，不過並不是休息，只是減少了出席公開場合，把時間都花在

1月22日推出的新曲+精選《許志安自導自傳》唱片上，而這張唱片

亦是代表我將於○九重新出發，今年我將會勤力工作，和大家多

見面。

T：花了長時間籌備，當中有甚麼新的創作概念帶給大家？

O：新碟是將我由入行直到○八年，這二十多年的歌唱事業作一個總

結，CD內的精選歌曲有從華星、正東、東亞等發行過的經典流行

曲，最特別之處，除了聽歌外，我還會首次執導當導演，拍攝一段半

小時的短片，另外更有一段四十分鐘長的「許志安個人特輯」，細說我

出道至今的總總，就如別人出書寫自傳，我就選擇了拍特輯。

T：這概念是如何構思？

O：很偶然，某天和公司高層Tony閒談，說我有一個故事在心

中，很想把它拍出來，Tony聽後覺得我這個講人與人之間

溝通的故事很有意思，此時他亦和我分享一直都很希望可以

製作一個許志安特輯，我們的意見不謀而合，因而成就了這

個project。好感謝公司不惜工本去投資，讓我能當上導演，

首次執導來完成我的心願，另一方便則請了一位著名的紀錄片

導演拍攝我的自傳，更邀請多位份量十足的老友粉墨登場，如黃

𡟻高、鄭秀文、張衛健、梁漢文、蘇永康、葛民輝和林海峰等。

T：除了此以外，還有甚麼新工作呢？

O：緊接三月就是我的國語大碟宣傳，一直以來進軍華語市場都是我的目標，以

前我也出過國語碟，但已是多年前的事，今次我花了○八年一整年時間去細

心揀歌灌錄這張國語碟，希望得到大家的接受和喜愛，所以亦會花較長的時

間去做宣傳，中國地大物博，起碼要一個月時間才可完成各站的宣傳工作。

而我和蘇永康的《安康演唱會》亦會繼續巡迴，於年初五出發到大西洋城和歌

迷見面，慶幸可以於出發前和家人共度新歲。另外今年應該會開演唱會了，

已經向紅磡申請。其實去年公司都好想幫我開，但我覺得自己未準備好，未

想到可以有甚麼新刺激和突破帶給大家，所以推卻了。直到○九年，每當見

到記者朋友或是歌迷，他們都說：「我們好想睇你的演唱會呀！」聽得太

多要求的聲音，我已是推無可推，所以完成了國語碟的宣傳後，一定會為

大家帶來新消息。

肖牛
劉德華

肖羊
許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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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合作
馬人今年本宮並無甲級吉星、也無強烈凶星，然而有遷動的徵兆，並有重大任務降臨其

身，特別是六六年出生的小齊，於外地發展，可打開財路，所以今年有利將事業重點放於香港。

而七九年出生的羊女Ivana，工作將會有轉變，就如她決定於二月到英國進修和嘗試音樂以

外的工作，農曆四月運情轉佳，將有新任務，不就是和小齊的合唱新歌推出之時。

T：TVB周刊　R：任賢齊　I：王菀之

T：任賢齊與王菀之，為何會走在一起？聽說你們於○九年將會發展一段新關係。

R：第一次聽〈我真的受傷了〉，已對唱歌的女孩很好奇，所以○六我請了Ivana當我的演唱會嘉

賓，將此曲重新編曲，以rock及metal的方法去唱，花火很大，及後成為同事有更多機會接

觸，○九年決定找她再度合作。合唱一首國語歌，歌詞是我親自填寫，可是一路想着Ivana

來創作，絕對是為她度身訂造。在我心目中，Ivana的作品是清新的校園曲風，所以這首合

唱歌都會有這樣的影子。而錄歌時我是有點心虛，因為Ivana的音準如鋼琴，每當唱得不好

就會擔心，然而她的聲音給我很大的信任和自由度，我可以有很大的空間去發揮從而擦出

大量火花。

I： 對呀，那次於馬來西亞雲頂的合唱令我們熟絡了！深交下更認識小齊，他很親切、有gentle-

man風度，是一個心地善良的男生，所以我很珍惜今次可以和他演出的機會。第一次和小

齊錄歌，他當然成為了我的國語老師，對於他所說的「心虛」，是小齊太客氣了！相反我

有很的壓力，因為第一次和小齊的台灣製作班底合作，幸好我之前曾出過國語碟，有一定

的準備和台灣製作人合作，所以我們很快就熟絡了，大家工作態度十分認真和專業。

T：小齊也有很長時間沒有以歌會香港歌迷了，今年會否重出樂壇？會有新的衝擊帶給

大家？

R：很抱歉之前的時間都忙於拍戲而忽略了歌唱的事業，○九年一定會有更多機會和大

家見面。新唱片將於四月推出，碟內將有兩首廣東歌送給香港的歌迷。於新碟中，

我渴望尋回最原始的衝動，就是那顆最真摯的感情，由於過去一直着意突破而迷失

了，我想尋回屬於代表任賢齊的風格和情感。另外計畫於年尾開大型個唱，以音

樂為出發點，其實我的歌已了hit一段日子，我希望今年努力增加自己的歌唱內

容，可帶給大家新刺激。除此以外，希望我的電影能快點上映，近年我也致力嘗

試不同的角色，動作、反派都去試，成為一個成功的演員。

T：○八年王菀之以一頭粉紅色短髮示人，用火星人身分游走樂壇，○九年還會玩甚麼新花樣？

I： ○八年髮型的轉變，到〈我來自火星〉的Band sound成為一大反差，其實感性與活潑，兩個

都是我。○九年我會將表面過濾與淨化，呈現赤裸裸的王菀之。至於如何呈現還未有計畫，

我希望尋求到突破，所以決定於二月至三月中出走到英國去學習唱歌和畫畫，見識世界作

無國界的藝術交流。媽咪將會陪同我出門，現在亦在尋覓志同道合的製作班底，希望可

以紀錄我的學習片段和花絮，作為一個成長的見證和留念，和大家享。除此以外，我

會製作一本詩集，但文字的工作會交給父母撰寫，我就負責畫畫和相片，而哥哥將會

不定期友情客串。這本詩集代表了我們一家人的藝術觀、如何去看世界，以多媒體呈

現我們的內心世界，讓大家認識我們之餘，從中可以更加了解自已。

繼續努力
猴人今年吉星降臨，喜事重重，只要事事採取主動，就可佔盡先機，事業財運皆稱心如意，有更大

機會發揮才能。年初發展較為順利，所以不妨於年頭打好基礎，以配合來年展望，農曆二月將有貴人出

現，八○年出生的Bosco只要行事不強出頭，就能成為猴人中最佳的一群，歌視兩棲發展稱心如意。

T：TVB周刊　B：黃宗澤

T：今年首次以歌手的身分出席不同迎新歲的宣傳活動和訪問，感覺與之前以演員身分參與有何不同？

B：現在外出宣傳，唱片公司會安排我和其他歌手，如Ivana、藍亦邦等一同做訪問，像是認識了一班

新朋友，每次都非常熱鬧，不過和他們一起時，有點奇怪的感覺，其實我比他們早入行，但以歌手

來說，我卻是新人，哈哈！除此以外，一齊大同小異，都是做回自己，不過訪

問的內容當然會多談一些關於唱歌跳舞的內容。

T：以新人進軍樂壇，就囊括三個新人大獎，滿意自己的成績嗎？

B：當然滿意！因為從來都沒想過會得獎，我的第一張專輯《In Love With

Bosco》於十二月才推出，時間相當倉促，沒想過能夠趕得上各個頒獎

禮的尾班車，加上今年新人輩出，大家各具才華，我本身是藝員，不能

像他們只是專注唱歌工作，所以能夠以短時間完成一張專輯，沒有唱片

公司的大力支持，和經理人公司的細心安排，根本不可能得到那麼多，

EP銷量更達至金唱片（15,000張），都是我意料之外的。

T：會否承接優勢，火速製作新EP？

B：不會了，相反因為製作第一張的時間太過倉促，第

二張公司希望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去製作，今年開

始揀歌，可能等到下年才推出。加上二月我會

到國內拍劇，內容暫時不便透露，完成了手頭

上的工作，才去想下一步，○九的新工作大

計，仍然等待經理人公司和唱片公司商議

後再作定案。

T：○九年對自己又有甚麼

期望和目標呢？

B：首要是身體健康才可以

令工作順順利利，希望金融海嘯可以快些

遠離我們，大家不再受影響，對我來

說，我不會常將不快的事放上心，相

反會於逆境中堅持做好本份，所以

我都會花時間於學習唱歌和跳舞

上，始終都是這方面的新

人，不會讓自己停下來。

肖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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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女今年吉星雲集，事業見貴人星輔助，會夥拍到有實力的夥

伴，得貴人持扶下，實幹可得財，八二年出生的二汶上半年不宜有突破

性發展，建議先停下來，好好整頓，農曆三月起就會逐步走上高峰，所

以四月開演唱會相當有利。

虎女今年需要獨力接受許多新考驗，雖有「劫煞」星阻撓，幸而

貴人星「太陽」幫忙，只要多動腦筋，多聽別人意見，看準時機才全力

以赴，自然成功。八六年出生的Ellen和合作的夥伴會出現些麻煩事，

宜佩戴豬形飾物幫助開運。

T：TVB周刊　M：林二汶　E：盧凱彤

T：○九年at17最新工作是甚麼？

E：去年七月我們就製作《Over The Rainbow》EP系列，現在已經推

出了四張EP，還欠兩隻，希望可以於四月完成。這個project我們作

了很多新嘗試，就是當監製，其實是很難應付的工作，要客觀去批

判自己的心血結晶，選取加減，有效利用公司的資料去做好音樂，

同時明白市場對at17的需要。

M：對，緊貼時事，○九我們的音樂內容亦隨之而改變，。一直以來我

們的形象都是很乖很正面，但正面並不能一面倒的，我們的歌除了

勵志以外，應該更貼近真實，其實人生短暫，當我們只會規限自己

能做些甚麼，一切都以計畫行先，不懂得享受人生，那就是枉過

了！「及時行樂」一定是負面？雨後沒有陽光也不一定不快樂，這

就是at17將要走的路向，不再天真單純，反面是有點「曳」。

T：完成這項project後，聽說你們會有各自的發展，是嗎﹖

E：首先四月我們會舉行一個大型演唱會，自○六年以後我們都沒有再

開過了。○九年是一個好時機，因為○八年的at17變得更有默契，

我們互相有不同的進步，加上認識了八年，於音樂的取向和對對方

的了解更深，更重要是我們擁有更多主導權去創作屬於at17的音

樂。演唱會之後，我會參與義工活動，其中一項就是拯救四川的黑

熊計劃，希望可以親自到當地了解支持。

M：演唱會後我很想去旅行放假，然後我會參與一個百老匯式歌舞劇

《我愛你，你咪理，死未！》的演出。其實我的演出經驗是零，不

過梁祖堯就叫我不用擔心，他着我去想如何去享受那個角色。而

且今次演出對我來說意義很大，當年我曾投考演藝學院不成功，

今次居然可以在演藝學院的劇場表演，可說一圓我的夢。我自

己也不太擔心，因為那些演員都是我相識多年的朋友，只怕體力

未能應付。

肖狗
林二汶

肖虎
盧凱彤

各有發展 at17

at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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