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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ababy
和趙又廷久別
半年重逢。

■導演韓延偕男、女主角及戲中一眾演員江珊、趙
樹海、袁詠琳等穿白色衣服出席紅毯儀式，寓意這
部電影發放光芒。

■朱明銳(左)宣佈小
豬的歌曲《有我在》
及《全城熱愛》榮
登《新城國語力排
行榜》冠軍歌。

■趙樹海和兒子趙又廷齊擺趣 ■Angelababy和袁詠琳一見
面傾個不停。
怪pose。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植植) 趙又廷和Angelababy
自從去年拍竣新片《第一次》後，前晚首次為電
影再碰頭。趙又廷更風騷地以老夫老妻來形容跟
Baby沒見半年的心情。前晚北京舉行首映禮，導
演韓延偕男、女主角及戲中一眾演員江珊、趙樹
海、袁詠琳（Cindy）
、田原、白百何等約定清一
色，穿白色衣服出席紅毯儀式，寓意將這部純愛
電影發放光芒。

昨 甫現身，即被主持形容是牛郎、織女。可是當主持

日《第一次》放肆愛告白會中，趙又廷和Angelababy

B

人問趙又廷和Baby在台上重遇，可有一種陌生的感覺時，
心情大靚的趙又廷竟調侃的說：「一點都不陌生，在我心
裡早已像老夫老妻啦！」把Baby立時逗得笑不攏嘴，笑指
趙又廷又俏皮蛋上身。Baby坦言雖然跟趙又廷半年都沒碰
過頭，各有各忙，但間中也在透過電話say hi的，Baby且笑
謂：「畢竟他是我戲裡的初戀情人嘛，很難忘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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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豬表示媽媽
沒有不開心，更
反過來安慰自
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羅志祥（小豬）前
晚來港宣傳新專輯，今日會在商場舉行簽唱會，留
港二日。提到黃秋生指「不認識羅志祥」而被其粉
絲在微博圍攻，小豬仍很冷靜說：「沒關係，不是
每個人都識我，加上他是電影前輩，我是晚輩，不
會介意和不開心。(粉絲罵秋生？)粉絲過於激動，我
對秋生表示抱歉，希望歌迷冷靜，也希望自己用努
力令他認識我一點點。」小豬之前沒有見過秋生，
但很喜歡對方。
說到小豬與母親在台上親吻卻被指「亂倫」
，早前
他在上海機場被人叫「亂倫祥」和豎起「中指」侮
辱，小豬即場捉 對方要求道歉，小豬板 臉開始
激動說：「大家有睇視頻，都會聽到有人講攻擊我

香港文匯報訊 紅日娛樂旗下
首位女藝人朱映瑜（Rosanne）(見
圖)，20歲的她，在好朋友
陸家俊的賞識下，決定
全身投入娛樂圈發展。
陸家俊認識Rosanne多
年，在他眼中，朱映
瑜是一名乖乖
女，而且天資
聰敏，極有在
娛樂圈發展的
潛質，近日更
親自教授她的
唱歌技巧，計
劃明年幫她推
出個人大碟。
Rosanne對於陸
家俊的提攜，她
感 恩 地 說 ：
「因為家俊的鼓
勵和賞識，我才
得以踏足娛樂
圈，他除了是我
的好友，也是我
的恩師，我會
好好跟他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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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說話，同埋豎『中指』，藝人要有寬容，IQ和
EQ，當然每個藝人都會有人喜歡和不喜歡，攻擊我
沒關係，但攻擊家人就不行，將心比己，再好脾氣
都會唔開心。我只是抱 小孩要保護媽媽心態去
做，我沒動手，只要求他們道歉，這是應有的尊
重。」小豬續說：「傳媒都應該阻止這些報道，像
說我在上海機場行為衝動會影響形象，若然我不這
樣做，是否代表藝人可以被罵和舉『中指』
，難道保
護家人權利都無，所以要有指正錯誤的舉動。」小
豬表示媽媽沒有為這些事不開心，更反過來安慰我
說此種行為是心理有病，還 他不用理會，之前又
有攻擊已不在世的爸爸，這些很不該，應該要尊重
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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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楊紫
瓊、舒淇、范冰冰、桂
綸鎂、吳彥祖（Daniel）
(見圖)及劉燁等前晚在
北京出席一著名時裝活
動。Daniel近日亦被捲
入富商劉定成的裸照案
中，他決絕地否認有涉
及此案，澄清自己沒有為其影過裸照，又稱跟
太太Lisa S.都不喜歡拍照，更不認識劉定成，
問Daniel劉似暗示有他份？Daniel寸爆劉定成
說：「好明顯佢係想搵頭條畀自己，可能佢搵
唔到新聞。」有記者問他可有興趣將劉定成案
拍成電影？他笑言：「唔夠商業，我諗冇乜人
睇。」此外，Daniel透露望今年至明年內能造
人成功，故特地留香港拍戲，他說：「咁收工
都可以返到屋企，之前我有10個月冇返過屋
企。」
■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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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李幸倪 (Gin
Lee) (見圖)的新專輯將於7月底推出，現時她
尚欠兩首歌未錄好，又未影唱片封套，故此
被問到唱片封套的事時，她忍不住掩嘴笑，
笑言因未做，所以「心虛」
。Gin Lee笑說好
的東西都要等，她有信心在一周內便完成錄
音工作，之後便可以拍封套。問她會否走性
感形象？她表示不會，現已構思出多個形象
擇其一，當中包括偏向「中性」造型，頭髮
會換上誇張顏色，應該能如期出碟。新碟
中，她首度為廣東歌作曲，初期寫出來音樂
較另類，唱片公司覺得風格冷門，但沒有潑
她冷水，她笑說：「公司初時勉強話OK，不
忍心拒絕我，其後經監製再編曲後，感覺很
不同。」問她滿意自己成績嗎？她謂：「這
首歌未錄音，能夠有機會收錄自己歌曲已經
很開心。」

邰正宵 王馨平加國合唱擦火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邰正宵日前應加
拿大多倫多賭場之邀在當地舉行《愛如情歌演
唱會》
，大唱經典金曲如《想你想得好寂寞》
、
《燃燒女人心》等。其後邰正宵亦唱出梅艷
芳、張國榮、陳百強、Beyond及黃家駒的經典
名曲，向一班已逝巨星致敬。
今次加國開騷，邰正宵特別邀請已10年不曾
在外地唱歌的王馨平(Linda)任嘉賓。當二人合
唱時，觀眾爭相上前拍照，又不停大讚Linda
靚女。之後Linda再唱出近日自己熱爆的金曲
《別問我是誰》
，氣氛推至高潮，邰正宵不禁謂
自己也不及Linda勁，有機會也要翻唱Linda這
歌，他更笑說望與Linda再合作，因此自己便
可唱少些了。

趙樹海爆兒子趣事
趙樹海被問到在戲外和趙又廷這對父子是怎麼樣的？趙
樹海大爆說：「他從小沒把我當爸爸，也沒有很逆反，一
直是中規中矩，不會搶頭彩，從來不會搶第一位。有一次
他考五名後、十名前，後來他媽媽說，再進步點吧！他就
考到了五名內，變成第三名。我就問他，你就不能像哥哥
一樣每次100分嗎？他真的就考中了。四個科目都屬100。
我問他，為什麼你不努力考第一名呢？他說，第一、第二
在伯仲之間，第二名還有努力空間，第一是眾矢之的，那
樣不好。」

黃秋生嘲網民荒謬

難忍媽媽被侮辱
羅志祥叫歌迷尊重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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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邰正宵特別邀請已10年沒在外地唱歌的王馨平任嘉
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百老匯音樂劇《ANNIE
小安妮》昨晚在演藝學院公
演，黃秋生(見圖)、汪圓圓、
寇鴻萍(Isabella)與女兒唐貝詩
及Rosemary等前往捧場。黃
秋生最近被指出言諷刺小
豬，更謂不知誰是羅志祥，
即惹來契仔周杰倫與羅志祥
兩幫粉絲掀起罵戰。
秋生對此事回應說：「事
情好荒謬，我真的不知誰是羅志祥，小豬就聽過！」秋生直
言從沒跟小豬合作，不認識他有何出奇。會否對捲入事件感
到無奈？秋生答謂：「不是無奈，其實我對這些人(網民)也沒
有感覺，只覺得荒謬，好似一堆蒼蠅黏 糞便！」秋生又解
釋是有人讚過小豬孝順，他才會去讚好，沒料到被想像成是
諷刺小豬， 實感到荒謬，但秋生強調不會因此關閉微博，
會繼續與身邊朋友玩。
對於連詩雅曾搭上Rosemary前男友Gordan被刊出親密照，
Rose冷淡地表示又有新聞，她跟舊愛再沒有聯絡。提到他是
連詩雅其中一位男主角，Rose頗大反應說：「我可以講什
麼？他好像很受歡迎，好似好忙！」不過Rose強調本身不認
識連詩雅，她個人從來沒拍過這般的親密照片，向來只會為
工作拍專業相片。寇鴻萍偕大女兒唐貝詩欣賞音樂劇，
Isabella則指細女唐貝欣剛度過21歲生日，貝詩有到台灣與妹
妹慶祝。談及連詩雅被揭與前男友拍親密照，貝詩強調自己
從未拍過這些照片，在旁的Isabella表現鬆一口氣笑說：「那
就安樂不用驚了！」貝詩則希望連詩雅會堅強撐下去。

彭于晏
讚陳意涵有女人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台灣型男彭于晏
(Eddie)(見圖)早前接受
一雜誌專訪，談及他於
電影《愛》中再度合作
的陳意涵、郭采潔兩位
女主角之感覺，他表
示：「上次和陳意涵拍
《聽說》
，她比較像是個
男孩，愛跟大家開玩
笑，話也講個不停，但
現在愈來愈有女人味。
不僅在戲劇上進步很
多，這次她也進入與以
往完全不同的角色，合
作起來感覺很好。」至於談及郭采潔，Eddie自言屬他的老戰
友，讚揚郭采潔非常認真做足很多功課，盼在電影和唱片方
面同步發展，是個很有目標的人。
非演藝專科出身的Eddie坦言，平時接角色前，就會開始做
許多準備工作，若有時間也會上表演課，也常靠演出電視劇
和電影累積經驗。Eddie亦表示平時從生活周遭開始，遇到有
趣的人便會隨筆記下，成為他個人將來演戲時的參考範本。
問Eddie對愛情、友情和親情的想法？Eddie直言親情及友情
必比愛情重要，親情在其心中實屬首位，因他生長於單親家
庭，和家人的感情更是特別看重，「我和媽媽還有兩個姐姐
的感情都非常好，每年度也會計劃一同出外度假，一方面保
持心情放鬆，同時也增進和家人的感情。」Eddie又認為兩肋
插刀是常有的事：「我是一個如果朋友有需要幫忙，一定義
不容辭馬上趕到的人，友情對我來說通常會超越愛情。」至
於愛情，他認為是一門很大的學問，但重要的是必須有勇氣
去嘗試，不喜歡將感情設限的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