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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謝天華不是一個真正的社團話事人，但今次見到

他，還是忍不住叫他一聲「Laughing哥」，他亦笑笑口欣然

接受，說了聲：「多謝。」人人都愛Laughing哥，原來，最

早喜歡上Laughing哥的人，是謝天華自己。「從來沒有預計

過外間對這個角色會有這麼大迴響，最初監製跟編審跟我討

論這角色時，告訴我這是一個態度囂張、喜歡撩事鬥非的江

湖人物，之後拿到劇本細讀劇情，我開始喜歡上『Laughing

哥』，我是第一個愛上他的人，哈哈哈哈！」為了豐富

Laughing哥這個人，謝天華四周搜集資料，了解一下這個年

代的江湖人物的說話方式、行事手法、身體語言及面對警察

或其他人物時的姿態等。

單是演一個社團人物，已費這麼多時間及工夫去鑽研，

每個藝人或歌手，有沒有用心演好一個角色、用心唱好一首

歌，是騙不到人的。今次在謝天華身邊響起的讚美聲音，絕

不是撞彩撞回來，是有付出的。之不過看過《學警狙擊》的

觀眾都知道，Laughing哥的另一面，其實是警方派出的臥

底，即是《無間道》的陳永仁。「因為是雙重身分，不論內

心戲或其他戲，都顯得比較複雜。」幾複雜都好，都難不到

今日的謝天華。

為了做好臥底角色，Laughing哥被警校革職，多年來為

社團出生入死，紮職後終於得到天哥（林利飾）及江世孝

（苗僑偉飾）信任，打滾多年，終於等到一個機會把社團一

網打盡，卻因為被芯姐（周海媚飾）發現他曾當警察一事，

身分被揭穿，結果慘死。從Laughing哥這角色抽離，謝天華

看Laughing哥，貫徹始終是個悲劇人物，「為了打擊社團，

他沒了身邊的女朋友、沒了

朋友、沒了自己身分，每次

遇上兩難局面，他都會拿出

以拋銀仔作決定。」就是這

個銀仔，把Laughing哥的一

生改寫。

改寫一生

今期我最紅！Laughing哥，未死的！

最少在今期《TVB周刊》中。

連謝天華也想不到，《學警狙擊》中「Laughing哥」一角會帶來那麼大的迴響，除了走在街上不

停有人叫他「Laughing哥」外，更有fans為他在近年風靡一時的社會性網路網站Facebook中，為

「Laughing哥」組了一個群組，在不足一個星期間，已有超過四萬多人加入成為「Laughing哥」

fans，個個幻想自己的大佬是Laughing哥，上星期知道大佬將會在劇中慘死，還開了一個「唔准

Laughing哥死」簽名區，又要求TVB開拍「Laughing哥前傳」，比謝天華更加入戲。

所以說，如果你今天仍在玩facebook中那個「古惑仔online」，哈哈，out到爆啦！

因為今期最紅的，是「進興」，還有即使死了，靈魂還在的Laughing哥！

想成為Laughing哥的fans很簡單，只需
要在Facebook上搜尋「Laughing哥」，
就可以輕易入會。

謝天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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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ghing哥在《學警狙擊》中成了另一個陳永仁，大業未成人生氣數已盡，

相對之下，現實生活中的謝天華的氣數明顯好得多。去年十二月，謝天華因為一

宗車禍而被控醉酒駕駛及不小心駕駛，兩星期前被判入獄半年緩刑一年，同時停

牌十八個月及罰款九千五百港元。作為一名公眾人物，真的不能行差踏錯。「其

實不論是否公眾人物，都不應該犯錯，只不過因為我們是公眾人物，傳媒會報道

我們的事，受到更多注目，不過重點還是，做錯事，用甚麼態度去面對，一生人

難免會做錯一、兩件事，大家可以選擇逃避或勇敢面對，而我剛選擇勇敢面對。」

在這件事上，天華自言汲取了一個很大教訓，「今次真的做錯，就要承擔後果，

這才是一個男人！」

從事件發生到宣判，中間有接近三個月時間，那種放不下的心理壓力有多

大，就算不是當事人，都可以明瞭。「當然，有時候會有某程度上的擔心，例如

會否影響未來工作呢？因為拍劇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一個team work。萬一判刑

很重，要有甚麼應變方法？如何跟公司交代？很好彩，跟公司溝通過後，他們很

體諒我，知道今次是意外，他們可作出很多配合及安排，令我放心很多。」在這

三個月期間，天華盡量叫自己不要想太多，因為想多亦幫不到甚麼，只好盡情投

入工作，把擔憂暫時忘記。

經過這事件，天華坦言，太太、家人跟朋友的支持對他很重要，他是無言感

激的。「每個人遇上最艱難的時刻，都需要身邊最親的人及朋友的扶持、安慰及

鼓勵。這段期間，太太其實比我更擔心，有時候見到她擔心的樣子，反而要我倒

轉頭安慰她。」除了太太及家人，天華亦因為此事，清楚知道誰人是最愛惜他的

人。「有事發生了，就會知道誰人對你最重要、誰人是真正朋友，那些風光時才

出現的人，不是你的朋友。」

汲取教訓
都說天華的氣數很好，尤其是近兩、三年，幾乎每隔一段

時間，他就遇到一個像為他度身訂，做很突出的角色，給他去

賦予不同角色靈魂的機會，《女人唔易做》的「賤man」、《鐵

嘴銀牙》的方唐鏡，還有《師奶兵團》、《師奶股神》等劇集，

令他愈來愈受家庭觀眾喜愛，他套用Laughing哥的一句：「機

會都要別人給你，不是想要就要。」所以他很感激每個曾給他

機會的監製。「遇到這些機會時，一定要好好把握。每次收到

劇本，都只是一頁又一頁的文字，內况不會教導你如何把角色

演好，要將文字演化成一個有血有肉的角色，變成電視劇中一

個活生生的人，某程度上要做點功課，這樣才可以令角色變得

精采，而在這個過程中自己又得到樂趣，這是一個雙贏局面。」

一九九八年，謝天華在曾勵珍（TVB製作部戲劇分部總監）

的邀請下，簽約成為TVB藝員，去年，二○○八年，謝天華拿

取了TVB的十年金牌。談到這十年的最大得着，他說：「應該

是滿足感，我相信只有在TVB，才可以不斷地給我滿足感，我

不知道如果我打第二份工會否得到同樣的滿足感，但是在

TVB，我每年都得到新的驚喜及滿足感，不論是給觀眾還是給

自己的，這是我拍劇的最大原動力。這况給我邊學邊做的機

會，是一個很好玩的遊樂場。」謝天華認為，演戲對他來說有

着無止境的樂趣，除了賺到經驗，透過演繹不同角色，亦學懂

做人之道，很難得。

從TVB舞蹈演員起開始計算，謝天華已入行二十五年，是

銀禧紀念。回顧這二十五年，他很認真地要第一個感激當年𠳓

未醒的媽媽。「好記得當日，我趁她𠳓到朦朧朦朧之際推醒

她，跟她說我考入了TVB當舞蹈演員，好鬼蠱惑，哈哈哈哈！

她說沒所謂啦，都是一份正職，還叫我畀心機做，很簡短，但

很清晰，慶幸她當時沒阻止我入這行。」除了謝媽媽，謝天華

的伯樂，還包括找他演《古惑仔》系列的劉偉強及文雋，「其

實大天二這角色任何人做都可以，哈哈哈哈！我相信不是每個

演員都可以碰上這種機會。」；找他演《雪狼湖》舞台劇第二

男主角的陳淑芬，「某程度上，找我演富家子梁直這角色是一

件很冒險的事，因為大家都不清楚謝天華做戲及唱歌程度去哪

况，當時我知道有不少反對聲音，亦聽過不少很hurt的說話，

惟有以表現去爭取大家的讚賞，這

個方法是最好的，我很多謝陳淑芬

對我的信任。」最後，就是因為他

的努力，得到另一伯樂曾勵珍的賞

識，而重投TVB懷抱。人生的路，

有時候就是這樣迂迴曲折。

銀禧紀念

○五年跟太太Tina結婚，雖然這幾年
間曾出現不少風風雨雨，但經過今次
「醉駕」事件後，感情更加堅固。

「醉駕」事件宣判當天，大批傳媒在
法院外等待他，造成大混亂，他誓
言，不會再犯同一錯誤。

看謝天華中學時的照片，外表一點
都不壞，為何演社團人物會演得這
樣入型入格？一句講晒，演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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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覺得，謝天華之所以可以把Laughing哥演得這麼入型入

格，是因為從《古惑仔》系列中的大天二打後，他應該演過很

多很多很多近似的社團人物角色，而浸淫出一身充滿社團人

物的戲味。

他卻告訴記者，他在這十多年期間，只演過四次社團

人物角色：第一次是一九九六令他揚名的《古惑仔》系列

中的大天二；第二次是一九九九年電視劇《反黑先鋒》

的Turbo；第三次是二○○一年電影《殺科》；第四

次，已數到今次的Laughing哥了！

從社團中的口靚仔輩進化成今日的社團話事

人；謝天華從大天二到Laughing哥，在這十

三年期間有甚麼變化？請看圖。

從大天二進化成Laughing哥

《學警狙警》

《古惑仔人在江湖》



進入結局篇的《
學警狙擊》更為

峰迴路轉，上周
李柏翹（陳鍵鋒

飾）執勤

時，射殺了進興
重要人物 Laugh

ing梁笑棠（謝天
華飾），

結果從鍾立文（吳
卓羲飾）口中得知

Laughing臥底的
身分，因而悔疚

自責。

此時，柏翹因 L
aughing之死和

程若芯（周海媚飾
）來往甚密，

加上若芯與江悠
悠（江若琳飾）揭

穿了立文的臥底
身分。

為了保護立文的
安全，若芯多番

阻止立文的「工
作」，

結果引起了進興
龍頭江世孝（苗

僑偉飾）懷疑程若
芯就是內鬼。

世孝為了自身的
利益，決定於進

興內部大舉除異
行動，

不論親疏，就連
最愛的女人、即

將與他結婚的若
芯，都狠下毒手

⋯⋯

另一邊廂，立文
的身分終於曝光

，由於他行事過
火，

結果為黑白二道
所追殺和追捕。

最後，為了悠悠
，他選擇了變節

，成為了進興新
進話事人，

參與製毒工場的
重要事務，更公

然槍傷警長超si
r司徒超（白彪飾

），壞事做盡。

立文與柏翹這一
對由學堂相識的

好兄弟，最終是
自傷殘殺，還是

另有計謀？

結局，將是一場
緊張刺激的親密

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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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僑偉

周海媚

密親 機

江若琳

結局篇

吳卓羲



江世孝 程若芯
韓志忠（金剛飾）認為若芯改變了世孝，令他不能專注社團事務，一直勸世孝鏟除她。然而

世孝情傾若芯，加上花師奶花馬英愛（盧宛茵飾）一直為他倆穿針引線，一次行山之會，若芯終

於肯接受世孝的愛，開始拍拖成為情侶。

此時若芯發現立文手執的Laughing遺物——九七年五蚊硬幣，推敲立文的臥底身分，為了保

護立文，若芯與悠悠開始阻止世孝與立文的「工作」。同時若芯為了扶持自責的柏翹，二人相約一

起前往拜祭Laughing時，被阿忠跟蹤，又看到胡sir多次約見柏翹，加上之前發現若芯的項鏈中有

偷聽器，令世孝更認定若芯已變節，開始行動︙︙

離港前夕，世孝與若芯一同拜祭前夫天哥杜亦天（林利飾）後，世孝將殺害天哥的復仇大計

告知若芯，更把槍交給若芯，要她為天哥報仇，但若芯下不了手。

若芯原本打算忘記過去所有嫁給世孝，世孝亦答應放棄香港的社團事業陪她過新生活。此

時，若芯卻發現愛心屋內的重大密秘，她離開後立即約見柏翹，一切世孝都看在眼內。

若芯相約世孝到愛心屋，為他下廚，訴說從前的種種，此時若花收到柏翹的SMS，藉故拿甜

品走入廚房回覆，世孝以為若芯通風報訊，結果把若芯拉入廚房內的秘室，將若芯就地正法！

周海媚推介：「這一場實在是峰迴路轉，原本二人已打算結婚，以為所有

問題都已經解決，怎料若芯竟從世孝口中得知殺前夫仇人就是他，相信大家和若

芯一樣，是晴天霹靂，亦非常緊張。」

向天哥報仇第二十七集、第二十八集

離開香港前，世孝帶若芯去拜祭
天哥，與天哥告別。

拜祭天哥後，世孝竟然告知她，
殺死天哥的人是自己，更將手槍
交給若芯，叫若芯殺他。

若芯大受打擊，她沒有殺世孝，
把槍棄下離開，再向天哥哭訴自
己沒有用。

周海媚推介：「這一場非常重要，因為若芯要經歷相當大的矛盾，她

終於知道世孝的秘密，但同時她不希望世孝再錯下去，她只好找柏翹傾訴，結

果招至殺身之禍。」

發現毒工場第二十八集

得知此事後，若芯第一時間約見
柏翹。

若芯回舖查看時，竟發現廚房內
的暗房原來是製毒工場。

原來阿忠一直隨後跟蹤，
更將此報告世孝，世孝更
加肯定若芯就是內鬼。

苗僑偉推介：「世孝是愛若芯的！但面對兩難時，他一定以自己的利益為

大前提，選擇事業而不是愛人，因為他當年為天哥入獄，他一心要拿回自己的東

西，不容許自己再失去，所以才會錯殺若芯。」

親手殺若芯第二十八集

若芯相約世孝於愛心屋見面，兩
人對話中多有弦外之音。

為了自身利益，世孝揚言可以狠
心下手殺自己最愛的女人。

世孝走進廚房，把若芯拉到工場
內，指罵若芯出賣他。

周海媚推介：「若芯對世孝一直心存感激，但由於擔心細妹花若葆

（梁嘉琪飾）和妹夫柏翹的身分，引起尷尬，所以一直不接受世孝，最後終

於被世孝真情所感動，所以接受了他。這一段情是得來不易，亦是相當真

心的。」

對世孝動情第二十五集

花師奶為撮合若芯與世孝，
所以分別相約若芯和世孝行
山。

世孝得知阿忠埋伏，因此藉口為
若芯買飲料，去阻止阿忠，二人
差點反目。

最後世孝擺平了阿忠，腳受了傷
去找若芯，若芯受世孝所感動，
接受他的愛。

陳鍵鋒推介：「柏翹終於知道原來Laughing的真正身分是臥底，十分內疚

原來自己殺死一個好警察，亦將此事告知若芯。若芯不想立文有Laughing的下

場，所以處處保護立文，結果卻引起了世孝的懷疑，這一段大家內心各有所想，

甚至猜疑，相當吸引。」

疑若芯奸細第二十七集

若芯知道Laughing死去和他的種
種，原來是被柏翹打死，二人一
同到棄屍的地方拜祭他。

若芯的行蹤原來一直受到阿忠的
監視，阿忠將一切報告予世孝。

若芯勸世孝結婚後離開香港，不
再從事社團事務，世孝表面答
允，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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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文雖然身分曝光，但拒絕退出，誓要完成Laughing遺下的任務。悠悠深愛立文，深怕立文會被世孝所殺，所以擅自安排和立

文結婚，以保障立文的安全。怎料立文拒絕她的好意，更令悠悠質疑他對自己的愛。

世孝開始懷疑立文就是臥底，所以四處找立文，立文亦只好現身。他安排了立文去交收毒品，更

放風聲給警方，以測試立文的誠信。立文行事時，昔日同袍林叔泉（李家聲飾）追上前截查，

更不小心失足墮樓。立文見此，立即上前救援，才發現世孝與阿忠在對面樓監視，揭穿他的

臥底身分。悠悠立即通告立文，更與世孝爭執，立文以為世孝向悠悠下毒手，於是公然帶

同毒品回到世孝家，原來這是世孝設的局。

立文臥底身分曝光後，受到黑白二道追殺，立文深信被警方出賣，終於選擇棄明投

暗，槍傷超sir把他推落山，更使計跣柏翹，令他被停職，結果被世孝所重用，

讓他參與製毒工場的業務。

但原來這一切都是立文的計畫：游說悠悠接管若芯的愛心屋，獻計世孝

於舊地重設工場，繼而引世孝到工場，再通報給柏翹。案件重演，柏翹決定

相信直覺和好兄弟。另一邊廂，立文騙悠悠回愛心屋，迫世孝走後門，

但門鎖被封，胡sir帶隊到達現場，黑白二道開戰，立文與世孝展開最

後的駁火︙︙

鍾立文 江世孝反間

江若琳推介：「悠悠的性格單純，甘願對愛情

付出，不惜一切去保護兩個她愛的人——立文和阿爸

世孝，希望可以維持到大家的關係，就算有生命危險

都不惜一切付出。但對我來說，從未試過這樣投入一

段關係，我也不像悠悠那麼主動，要確實對方對我的

心意才會表達，比較理智。」

棄明投世孝第二十五集、第二十七集

得知文立就是臥底，悠悠迫立文
立即和她結婚，以免立文受到傷
害，卻被立文拒絕。

立文深怕世孝會對親生女兒下
手，所以不理胡sir勸告，帶着毒
品去找悠悠，原來是世孝設局。

若芯死後，世孝開始懷疑立文就
是臥底，所以設局試立文，看到
他公然救警察，揭穿身分。

吳卓羲推介：「對立文來說，表面上他放棄了當警察，但事實又係咪咁呢？

故事發展下去，立文居然對警察開槍，表面上他已經背棄了正道，但事實呢？其

實是一個局。」

超sir招殺身

超sir前往探望花師奶，兩人閒談
間，發現愛心屋電費異常昂貴。

檢查電標時，超sir發現廚房內有
暗格，此時卻被人打暈了。

世孝、阿忠與立文把超sir捉住，
更下毒手把他槍傷然後推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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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若琳推介：「對於這個結局，ok呀！悠悠無可能接受男朋友就是害阿爸

的人，這是非常正常的決定。同時現在的處理，可以給大家更大的幻想空間，

加添神秘感，大家可以隨意加插自己憧憬關於悠悠和立文的章節，可能過幾年

後，他們會發展另一個故事，可能會再次在一起，觀眾們可以隨意設計屬於自

己的『小公主』和『幸運王子』的結局呢。」

悠悠情歸何處

所有的事終於完結了，立文回到
與悠悠情定的樹下，發現悠悠親
手寫的書。

書中悠悠向立文表明心跡，表示
二人曾經有緣相聚，但現在卻因
為種種事要分開。

立文邊看邊感動落淚，最後他於
樹上留下訊息給悠悠，希望得到
她的原諒。

苗僑偉推介：「這個結局對我

來說很深刻，看到世孝做盡壞事，

當然到最後邪不能勝正，而他的下

場偏偏是被吃了迷幻藥的青年開車

撞到，就是所謂的冥冥之中，世孝

賣藥仔毒害青年，最後自食其果。」

世孝有報應

停職期間，柏翹竟收到臥床昏迷
的超sir的sms，他立即徵詢胡sir
的意見。

世孝逃離現場時，被吸食了毒品
的年輕人開車撞倒，結果︙︙

世孝深感不妙，他甚少於工場出
現卻發生事，加上後門門鎖被
封，故肯定有內鬼。

吳卓羲推介：「和柏翹的兄弟情，於結局篇更加深刻，因為立文對柏

翹太了解，知道柏翹一定會相信自己，所以利用了柏翹的對他的信任，害了

好兄弟停職，更令自己於社團的地位提升，其實立文的苦，只有自己知。」

信立文被跣

柏翹收到立文的sms，堅信立文
的線報，於是在沒有通知胡sir的
情況下，帶隊到愛心屋。

立文計畫成功，深得到世孝與阿
忠的信任，躍升為進興話事
人。

怎料一進暗房後，發現場內空冇
一物，原來是立文的奸計，令柏
翹被停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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