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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焯羚）昨日上午9時，電

狀態極佳 試廿多套戲裝

影《河東獅吼2》在寧波象山影視基地春
秋戰國城舉行開機拜神儀式，導演馬偉
豪攜主演張 芝、小瀋陽等亮相。 芝
頭戴草帽，身 粉色T恤，全程都面帶
笑容，心情彷彿未受婚變影響，還不時與熟
人握手，更與導演馬偉豪等談笑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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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的狀態很好，心情
馬 偉豪稱
未受私事影響，她已經完全投
入，似很享受工作，每個人都有心
情好壞，都有難受的時候，但她很
專業並沒有影響工作。被問及有否
開導過 芝，馬偉豪謂：「不用開
導，我只問她OK嗎？她答『可以！』
她是成熟、堅強、穩重的女人，相
信會處理好這些事。」
而受婚變問題困擾影響的張 芝
於7月1日晚已飛抵寧波象山影視基
地準備參與電影《河東獅吼2》的拍
攝工作，7月2日 芝開始為新片
《河東獅吼2》試造型，由著名美術
指導張叔平為她定妝， 芝在片中
將會有33套造型服裝。當天她冒40度
高溫，一口氣試了20多套戲裝，全
程面帶微笑，狀態極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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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狀態非常好，戲服穿得剛好
合適，顯得非常精神漂亮。」可
見她實在是很硬朗的女人。
有心水清的人說當年 芝和古天樂
拍《河東獅吼》時，因謝霆鋒和王菲姐弟戀，令她
情緒相當不穩，骨瘦如柴，現在拍續集，卻和謝霆鋒發
生婚變，真是命運弄人。

張叔平讚賞堅強
據悉，定妝時出現了一段小插曲，當攝影師詢問張叔平

■金像美指張叔平，親自為張 和 芝要不要合影時，不喜歡和演員合影的張叔平被 芝
芝在《河東獅吼2》設計造 當天的敬業表現所感動，很爽快地說好啊！張叔平又讚
型。
網上圖片 賞：「 芝是一個很堅強的女孩子，我們都會支持你，

阿嬌 陳偉霆 鄭希怡

兩人拖友都是圈外人

三人行齊齊搵「人仔」

衛詩關楚耀互通戀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衛詩、關心妍等人以「愛梨巴」之星
身份出席開學有「禮」活動，主要是送贈開學禮包予貧困學童，這陣子
衛詩參與很多分享個人經歷的活動，她不介意重提在日本吸毒被捕犯錯
的經過跟時下年輕人分享，藉以鼓勵大家跌倒後再站起來。

望交換新書閱覽
衛詩忙於籌備親自撰寫的新書，並於本月23日在書展舉行簽名會，內
容包括她的私人相片和心底話，衛詩表示不少朋友、屋企人和粉絲都很
期待，問到會否邀請舊愛關楚耀到場支持，她坦言：「都想請佢，未知
對方公司會否批准？」說到關楚耀也會出書，衛詩詫異說：「咁搞笑，
好想交換書本來看，其實我們從日本回港後仍未分手，大家都有分享感
受，不過很想加深知道對方的想法，挺得意。」

相約帶拖友吃飯
近日關楚耀承認與圈外女孩拍拖，衛詩謂：「佢有同我講，我知佢拍
拖，已送上恭喜，但記不清對方的名字，佢都知我有男友，大家的拖友
都是圈外人，好搞笑。」原來衛詩和關楚耀最近一次通電話是四月十三
日，也是衛詩的生日，衛詩謂：「個次佢同我講拍拖，大家都話約出來
吃飯，我們由日本返港後都無見過面，之前佢係亞視拍劇，剛巧我去亞
視，惜大家遇不上。（男友會否介意你同舊愛見面？）男友好信我，我

都問過他會否介意，他
沒所謂，而且覺得關楚
耀是個好男仔，若然約
飯局，我都會帶埋男友
出來。」

關心妍心急造人
關心妍透露她的演唱
會，主辦單位將於下月
底公佈詳情，預計個唱
在年底或明年初舉行，
■關心妍（左）和衛詩愛情春風得意，擺
她說：「暫定兩場，希
甫士也多了點動作。
望一切順利。」忙完個
唱後的關心妍會全力「造人」
，她心急地說：「十一月開始『造人』
，若
然成事，一兩個月亦不察覺，最多歌衫從胸口開始闊下去。（有BB要
跳舞有危險？）我有朋友都去滑雪，交由上帝安排。」
談到「鋒芝」婚變，關心妍也有留心，她說：「我好心痛，兩個人一
起是不容易的事，維繫一段婚姻亦不簡單，一言難盡，慶幸我和老公是
同一信仰，好多時有拗撬便不停祈禱，現在我每日都幫他們（鋒芝）祈
禱。（帶領霆鋒信教？）這要搵牧師幫手。」

「球愛戰」旺角掀熱浪 馬路受阻娜姐迫至後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佩麗）由周秀娜、傅
穎、Jessica C.等主演的新戲《熱浪球愛戰》即
將上映，三位女主角昨日率領其他演員包括口靚
模Mia齊齊到旺角派扇為電影宣傳造勢，由於
昨日是假期，當幾位靚女現身旺角時，令平時
已經夠人多的旺角，更是混亂，Jessica C.在馬
路派扇時因阻路，惹來小巴司機按喇叭；娜姐
更慘被宅男迫至後巷，等保母車接走。
雖然娜姐和Jessica C.分別以露臍裝和背心上
陣，但都不及穿上露肩低胸上衣的口靚模Mia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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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她更直言刻意剪裁T恤搶鏡，因為之前推
淋巴令上圍由32C升了一級，笑謂以後會多穿
比堅尼打底，不會介意大「騷」身材。講到前
男友錢景峰被拍得拖新女友逛街，Mia表示已
看過報道，但大家分手一年，基本上已沒有聯
絡。以警鐘胸成名的Jessica C.昨日以背心短裙
示人，卻慘被Mia搶鏡，但她強調未有刻意性
感打扮，笑言每次出席活動，都希望令人有不
同的感覺，不需要日日都性感，昨日亦有做足
防護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佩麗）由
朱茵(見圖)和陳淑儀主演的舞台劇
《再見女郎》將於十月在牛池灣文娛
中心演出，朱茵表示在劇中飾演未婚
媽媽，育有一個十歲的女兒，笑言在
劇中她每次都會愛上不該愛的人。問
她在現實中可有這樣遭遇？她坦言這
是每個女仔的必經經驗，是成長的過
程。
朱茵說：「我試過最痛的感情是發生在十幾歲，我一直喜
歡一位壞壞的男仔，當時的男朋友都是這樣，但我和他只拍
了一日拖，他就消失了，我完全不知發生甚麼事，但因為我
們是同學，後來有機會再見面，他解釋當時消失的原因是前
女友回來了，他都有同我講對不起。」

黃貫中也有「壞的」
問到男友黃貫中是否也是壞壞的男人？朱茵笑謂他也有壞
壞的假象，卻大讚黃貫中能給她安全感，她發生甚麼事都會
力撐她。問她為何還不嫁給黃貫中？朱茵坦言大家都有傾
過，但不想公開，因為覺得這樣會有壓力，而且他們大家都
忙，有時少見面反而會更珍惜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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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穎（右起）
、周秀娜、Jessica C.昨日到旺
角街頭推廣新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梁靜儀）鄭欣宜與
李香琴昨日出席「關
懷長者共創零意外攝
影比賽」
，欣宜並擔任
長者行人安全大使，
自小與外婆生活的她
表示能藉 工作，跟
長者相處是好開心的
事。
■鄭欣宜懂得關懷長
欣宜回流香港多
者，所以得琴姐特別疼 時，雖有車牌，但依
愛。
然不認得路，自稱是
路癡，所以閒時不會和朋友去遊車河，怕會發脾
氣，而且也不懂看中文字的路牌，擔心會發生危
險，覺得不駕車反而最安全。
此外，鋒芝婚變一事成為城中熱話，李香琴表
示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外間人好難評論。曾離婚
的琴姐有感而發說：「我當然不希望鋒芝離婚，
不過夫婦相處不來，又會十分痛苦，既然現在未
有定案，希望他們和好如初。」

香港文匯報訊 鍾欣桐（阿嬌）
日前已完成其電視劇《歡樂元帥》
的戲份，又馬不停蹄地出席其內
地代言的彩妝「悠姿」的周年晚
宴，更帶同師弟師妹陳偉霆及鄭
希怡一同出席，實行有錢齊齊賺
呢。由於他們很久沒試過三人行
了，那天一碰面就有說不完的話
題，在後台時，鄭希怡還跟有造
型的「大Gil」來個親吻合照
呢，而三人又擺出各種不同的甫
士，弄得現場的工作人員忍不住
不停地拍下這搞笑的一幕，這兩
女一男的組合，當然是陳偉霆被
■阿嬌（右）好帶挈，師弟
■阿嬌（右）好帶挈，師弟
欺負啦。
陳偉霆和師妹鄭希怡一起出
陳偉霆和師妹鄭希怡一起出
這陣子阿嬌除了進行其他廣告
席代言品牌的周年晚宴。
席代言品牌的周年晚宴。
工作外，還等待與阿Sa合體，為
兩人入行十周年的國語專輯進行一連串的宣傳，陳偉霆則為新派台歌
《Baby Don't Cry》不停的宣傳，鄭希怡則內地跟香港兩邊走，不知下次的
三人行又要等多久呢？

詹瑞文推潮Tee

周秀娜擔任Gut女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佩麗）周
秀娜和詹瑞文昨日出席在旺角鬧市舉
行的服裝品牌活動，吸引大批途人圍
觀，場面熱鬧，詹Sir又與品牌
Crossover推出「U Gut I Gut」的潮
Tee，並找來周秀娜擔任「Gut女
郎」
，詹Sir透露揀周秀娜擔任「Gut女
郎」是因為她敢作敢言，非常清楚自
己想要的甚麼，笑言年輕人要學娜姐
Guts的心態，又說近來覺得四叔李兆
基也有Guts，因為新抱徐子淇一生兒
子，他說派一萬就一萬，但政府說要
派六千元就派得不夠快，並建議公務
員購買他的T ，笑謂這樣可以鼓勵
士氣。至於周秀娜則希望能跟詹Sir學
戲，並感謝對方找她當「Gut女郎」
。

■詹瑞文邀來周秀娜推廣潮
Tee，自己卻由別人抱 ，免
得太費力。

周柏豪示範花式跳繩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思穎）周柏豪昨
早出席「全港學校跳
繩獎勵計劃」活動，
即場與學生示範花式
跳繩，身形高大的柏
豪跳了很短時間便氣
喘，表現麻麻，柏豪
有自知之明說：「這
次活動是創健力士紀
錄，故此，我只作示 ■周柏豪(右二)示範同步跳大繩，要向市民
範，不想拖累大家。」 推廣積極健康生活。
首次玩花式跳繩的柏豪覺得大有難度，最難的地方是幾個人一起跳，
平時最多是跳普通繩練氣，柏豪又自爆讀書時沒有錢，他便在地上執橡
筋弄橡筋繩送給鍾意的女孩，柏豪自知失言即補鑊說：「只是送給一位
女同學，我又講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