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席上楊受成並送上寫有「賀歲片票房
冠軍」的牌匾給林超賢，並暗寸對

手說︰「欠真正兩個字。」之後眾人祝
酒及撈起魚生，寓意風生水起及票房越
來越好。

Lucas想父母復合
昨晚霆鋒戴上眼鏡及剃過鬚，少有地

「乾淨」出席，他表示難得不用拍戲。對
於票房理想，霆鋒也感開心，但就未知
會否開拍續集。說到前妻及兩名兒子就
住在陽明山莊，他可有順道探望兒子？
霆鋒坦言早上才去探過兒子。問到為何
不帶兒子一起來？霆鋒說︰「我唔做呢

。」他指新年期間也有帶兒子去拜年
利是，因他很少時間在港，故有時也

不想走，大仔Lucas也有叫他多留香港，
他便跟兒子說︰「爸爸要做 。」而
Lucas亦好懂性。心情好的霆鋒又笑指也
不明白為何細仔Quintus會好少頭髮及

「M字額」。他又大讚Lucas手足情深，很
照顧弟弟，又不會爭玩具，之前試過玩
到撞到頭，但他連自己也不理，即時去
照顧弟弟，他看在眼裡很感動。

問到探兒子時也有見到前妻張 芝？霆
鋒表示有時也會見到，但不是每次也會

見到。之前盛傳鋒芝復
合，霆鋒不諱言新年也有
跟 芝吃團年飯，還有父
母及妹妹，但不是一起
吃。他笑指吃團年飯吃到
肥了不少，接受訪問時也
要縮肚。他與 芝已離
婚，但又一起吃飯，兒子
可會覺得奇怪？霆鋒認為
今時今日離婚好普遍，兒
子會明白，不過Lucas也
想父母在一起，不過他很
識做，只會間中才提起。
霆鋒又說︰「聽前太太講
話Lucas在電視見到我畀
人打就會喊，同我細個見
到爸爸畀人斬手一樣都會
喊。」

昆凌母曾到周董餐廳幫手
另外，周杰倫(Jay)則繼續以戲中造型亮

相，表示慶功宴後才剃鬚。早前他與緋
聞女友昆凌被拍到一起吃飯？他模棱兩
可地說︰「沒有吧，真的拍到嗎？」又
稱新年跟很多朋友一起吃飯。雖然作出
否認，但昆凌的母親就被拍到在「未來

女婿」的餐廳幫手，Jay倒沒否認，並承
認有時餐廳繁忙，很多朋友都會幫手，
令生意越來越好。但他強調凌母只是義
務幫手，不是打工。他指餐廳是紀念8年
前拍電影《頭文字D》而開的，原本今次
拍《逆戰》也想開一間玩具手槍店，但
遭母親反對而取消。問到他是否做甚麼
也要問過母親，揀女友也如是？他笑
道︰「女友也要母親點頭。」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梁靜儀)台
星宥勝、柯
佳嬿及邱澤
(見圖)，昨
日來港為即
將在無 收
費台播出的

《真愛找麻
煩》及《小
資女孩向前衝》宣傳，他們昨日甫落機便出席尖沙咀
舉行的記者會，演出《小》劇的柯佳嬿及邱澤已不是
首次來港，柯佳嬿表示私底下來港數次，最難忘是有
一次是遇上萬聖節，滿街上的人都有裝扮，覺得很有
節日氣氛。至於邱澤表示對上一次來港已是7年前。
其間，他們異口同聲表示希望有機會拍攝香港劇集，
宥勝自言從小就喜歡看港產片，最想和劉德華及郭富
城合作，但覺得廣東話很難學。邱澤與柯佳嬿不約而
同希望能與周星馳合作。

情人節將至，他們齊聲表示未有另一半，宥勝表示
屆時忙於拍劇，邱澤則忙於練習賽車，柯佳嬿亦不愁
寂寞，有女性朋友陪伴。曾與台灣「可愛教主」楊丞
琳拍拖的邱澤，對於近日台灣有網民投票希望兩人復
合，他坦言暫時沒這個想法，並說：「隨緣吧！目前
未有此想法，不過多年來見到她(楊丞琳)的作品也覺
得有進步。」

吳千語指港男不夠浪漫

出席元宵節活動
高鈞賢讚葉翠翠 可愛美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

儀) 王祖藍、阮兆祥及李思
捷組成的「福祿壽」，前晚
首度在紅館舉行《那些年，
爆笑不離3兄弟》演唱會，
但同時也宣布將會暫時分開
半年各自搵食，演唱會尾聲
三人並齊唱出由祖藍填詞的

《兄弟》，祥仔更感動流下男
兒淚。

當晚吸引了不少圈中人前
往捧場，包括有鄧小艾、樂
易玲、陳嘉桓母女、王君馨
及祖藍女友李亞男等，為配
合個唱集體回憶的主題，就
連舞台設計也是以飛行棋為
題材。三子以變形金剛造型登場，並邊唱出

《爆笑一條龍》邊大派利是和玩遊戲，並送
上限量CD+ T-Shirt套裝。

家燕姐美少女戰士現身
當晚3子大放笑彈，思捷以楊過造型與大

鵰及姑姑出場，大鵰在舞台上公然挑逗姑
姑，並做出親密動作，看不過眼的「過兒」
即警告鵰兄︰「你唔好搞我條女喇。」至於
祖藍就以「朝偉Look」現身，台下即歡呼聲
不絕。之後3子又與嘉賓黃日華及苗僑偉(三
哥)重組「五虎」合唱《一起走過的日子》，
祥仔扮「A貨」湯鎮業，又笑指湯鎮業因近
年在深圳發展，所以是「深圳業」；而黃日
華就自稱最近搬到了黃埔，所以叫黃埔華，
並賀五虎之一的劉德華喜上加喜︰「拿完影
帝又有個小龍女。」三哥即搶答：「不過係
人都知佢鍾意陳玉蓮。」華哥更取笑思捷如
果想生仔就一定要一日3次，每次一條春
卷，以形補形，令思捷尷尬不已。

久未在港公開獻唱的湯寶如，當晚以孖辮
學生妹造型與思捷合唱《相思風雨中》，之
後輪到阮小儀與祖藍模仿《古惑仔》中的細
細粒與陳浩南上演一幕英雄救美，但小儀表
示他們不可以在一起：「我係哈比人，你係
小矮人，如果一齊全人類都會退化。而且我
已經跟了廣播道森美哥。」祖藍即答：「又
係 條粉腸。」家燕姐就以美少女戰士打扮
出場，並唱出《自作多情》，笑爆全場。

當晚的壓軸嘉賓是鄭少秋，4人合唱了
《笑看風雲》，秋官大讚3人模仿自己惟妙惟
肖，笑言自己之後開多少場演唱會都不怕，

因為有「福祿壽」頂檔，秋官更笑言祖藍可
當楚留香的接班人。演唱會尾聲，祖藍宣布
這次會是「福祿壽」的暫別演唱會，未來半
年3人都會分開工作，祥仔更感觸得落淚，
之後並唱出《那些年》作結束。

3子謝嘉賓演出
完騷後3人接受訪問，他們表示這次暫別

是想養精蓄銳，把更多新的東西帶給觀眾。
祥仔坦言這次演唱會其實百感交集，因「福
祿壽」帶給他很多方面的新嘗試。《兄弟》
由祖藍負責填詞，他坦言大家在相處間會有
爭吵，但大家都是對事不對人，也全靠這自
己才能填出這份詞。他們也謝一眾嘉賓義無
反顧地幫手，如家燕姐當晚雖然帶病上陣，
但為了這晚去了打開聲針，並落力演出，令
他們很感動。完成巡唱後，3人便各有各
忙，祖藍將自編自演一部電視劇，而思捷就
得到別人投資，自編自導一部電影，祥仔就
忙拍劇。樂易玲表示「福祿壽」暫別是指他
們不會一齊拍劇及電影，樂小姐又透露祖藍
5月會親為劇集做編劇同演出。問會否由他
親自選角，她直言：「我最多可以由他揀女
配角。（如果揀女友李亞男呢？）我諗佢唔
會喇。」

與華哥 三哥重組「五虎」合唱

福祿壽笑聲個唱宣布暫別

香港文匯報訊 免費娛樂視頻Goyeah.com、由陶傑主
持的《大陶殺》請來吳千語(見圖)及謝君豪作嘉
賓。吳千語稱由於自己早出來工作，覺得自己較同
年的男孩成熟，陶傑聞言即問她：「那麼80後的男
仔有機會追求你嗎？」吳千語表示年紀並不重要，
但很多80、90後都未找到自己的興趣。她又稱自己
過去只拍過一次拖，對象更是英國人，「那是Puppy
Love，真正的拍拖是彼此融入對方生活，可以認識
對方的朋友及家人，但我和他相隔太遠了！」千語
又稱亞洲的男仔比較實際，不夠浪漫，認為香港的
男仔應該努力一些。

謝君豪則談到拍電影及演舞台劇的感受︰「拍電
影仿如與鏡頭談戀愛，而演舞台劇則如同在起跑線
上，槍聲一響便要直跑！」他又稱演舞台劇時最怕
要面對觀眾的反應，「在台上表演時，我可以即時
感受觀眾的反應，他們是否用心觀看我也知道，這
個互動關係就是舞台劇引人入勝的地方。」

元宵節忙於工作
官恩娜 無暇與男友慶祝

邱澤 暫無意與楊丞琳復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官恩娜(見
圖)昨日出席活動，主題有關憑花作媒撮
合姻緣，適逢今日是元宵佳節，但她卻
忙於工作，無暇跟男友慶祝。官恩娜表
示很少在節日慶祝，不過也曾因忘記了
情人節冷落男友而令對方生氣。至於西
方情人節，官恩娜一樣不打算去慶祝，
她笑說：「我跟男友現也很Sweet，而且
一年365日也可以是情人節，加上最近接
了新劇，更加沒時間慶祝。」問到會否
買份情人節禮物送給男友？她笑指應該
沒時間去選購，畢竟她覺得送禮物最重
要是有否心思，像之前其男友生日，她
就特別去學做了一個皮袋送給他，由於
需要一個月時間，她就央求老師教她趕
工，雖然釘製穿針令她手指頭也起繭，
但男友收到她送的皮袋一臉欣喜，並察
覺到她因日夜趕工令左肩繃緊而予以關
心，她也感安慰。談及新年期間，官恩

娜有按蘇民峰師傅在西北財位開賭局，結果她小勝200元，她又記得蘇
師傅在她入行時曾批她今年姻緣到會結婚生仔，她笑說：「他應該計
錯了，我不會不小心有BB的！」

另一邊廂，任賢齊卻因不適而入院檢查，他說︰「前晚坐飛機回港
時開始右腹痛，昨天中午去養和醫院檢查，醫生說是慢性盲腸炎，要
觀察，暫時不用手術。先回家休息！多謝大家關心！」

香港文匯報訊 《高海拔之戀II》昨日於
北京舉行首映禮，除男、女主角古天樂(古
仔)和鄭秀文(Sammi)(見圖)外，飾演Sammi
丈夫的李光潔亦一同出席。古仔和Sammi
於台上妙語如珠，古仔被問到有否於高原
拍攝的經驗時笑說：「有拍過高原，也有

拍過高圓圓，其實最辛苦的是其中一場，
Sammi發神經跑到樹林去，我要背 她，
又要講很長的對白，那時候腳又剛受傷，
真是蠻深刻的。」於台上一直甜笑的
Sammi，不時與坐於兩旁的古仔和李光潔

「咬耳仔」，被問到推薦大家於情人節送什
麼禮物時便尷尬地笑說：「我想我會送自
己給對方作禮物吧！」之後她又說：「如
果現實中我的老公像片中一樣失蹤了，我
一樣不會放棄，就算是弄得一塌糊塗也
好，因為我覺得這樣是對愛的表達。」主
持人之後又問到，兩人身為好友，感情上
出問題時可會找對方安慰，豈料古仔又笑

說：「她還那需要安慰？她安慰就好
了。」現場即時笑聲四起。

鄭秀文情人節送自己作禮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慶全)TVB
劇集《缺宅男女》昨日於大埔林村
許願廣場舉行「愛的決『擲』」宣
傳活動，演員苗僑偉、吳卓羲、梁
烈唯、黃智雯及賈曉晨等(見圖)也
有誠心上香許願祈福。

TVB安排悲慘題材的《缺》劇於
農曆年檔播映，三哥曾直斥不妥
當，昨日他表示講的已經講過，一
切講過就算，對於該劇上周收視回
升至最高33點及平均30點，三哥指
他感到好滿意。雖然鍾嘉欣的落淚
情節在於農曆年播出，有觀眾反映
即時關掉電視不看，三哥也幫口指
該劇有吸引之處，畢竟很寫實，相
信觀眾會喜歡，只是萬料不到安排
在春節喜慶的日子播出。

而吳卓羲與鍾嘉欣的分手戲，被
指抄足另一劇集《談情說案》中林

跟楊怡分手的一幕，吳卓羲相信
是TVB外景多喜歡在觀塘碼頭取
景，也視乎演員之間如何演繹，他
笑說：「其實那一場分手戲，我們
都拍得很辛苦，導演有親身示範教
我怎樣仆倒地上！」此外吳卓羲也
覺得該劇在新年期間停播了幾天，
感覺上不是太好，不過從監製口中
獲知現在收視理想，他個人也滿
意。吳卓羲當日僅祈求身體健康，
他稱姻緣方面一切隨緣，他寧可每
年買桃花希望帶旺人緣，今年也有
偕母親在年廿九到旺角花墟買了株
桃花回家擺放。黃智雯今次在《缺》
片演個惡死大肚婆，即將會播一場
她跟全家人吵罵的戲份，共長達二
十分鐘，她笑指拍完之後她整個人
都無氣兼有點見暈，她亦希望未來
收視節節上升。

買桃花望帶旺人緣 吳卓羲 稱姻緣隨緣

■「福禒壽」在演唱會中大放笑彈，

可惜卻在尾聲宣布會暫時分別。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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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 樂 頭 條

香港文匯報訊 昨日，葉翠翠(圖右)及高鈞賢(圖左)出席「元宵猜『情』尋」活
動，葉翠翠坦言風水大師已為她擺桃花陣，希望龍年可催旺桃花，覓得真命天
子，更希望可與好朋友共度甜蜜的元宵佳節。她又與高鈞賢大玩甜蜜遊戲，兩
人更炮製心型的朱古力曲奇，高鈞賢更即席在曲奇餅畫上穿上粉紅色裙的葉翠
翠，又大讚她可愛美麗。葉翠翠亦在曲奇上寫上「Fall in love」送給高鈞賢，
並叮囑他一定要吃，場面有趣。葉翠翠說自己一向愛下廚，並會親自整曲奇，
並曾自製情人節朱古力甜品，給情人驚喜。

周董笑稱女友要經母親點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 謝

霆鋒與周杰倫主

演的《逆戰》在

賀歲檔期上映，

香港票房有1,800

萬，而全球票房

共1億5千萬，電

影公司昨晚假陽

明山莊舉行慶功

宴，男主角謝霆

鋒、周杰倫，導

演林超賢，老闆

楊受成及安志杰

等也有出席。

■在慶功宴，楊受成送上

「賀歲片票房冠軍」的牌匾。

■眾人齊撈起，寓意風生水起及票房越來越好。

■家燕姐(圖中)以美少女戰士造型現身。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