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0

娛 樂 世 界

責任編輯：植毅儀 版面設計：林偉棠

2012年6月6日(星期三)

暫未收到B女「齋薑醋」

陳慧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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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 草蜢去年為TVB主持的《華麗明星賽》收視理想，近日TVB再找草蜢添食，主持全新遊戲節目《環遊世界
明星賽》
，前晚首集錄影，請來陳慧琳(Kelly)、劉心悠、曾志偉及許志安等擔任嘉賓。當晚的大獎是兩張環遊世界機票，難怪連安仔都直
認是為了錢及兩張機票而來。

全 現身節目，久未踏足電視城幾乎
面復工的Kelly，前晚以露肩長裙

■安仔為now觀星台推出全新飲食節目
《fell純搞作》擔任首集嘉賓。

迷路，她笑道：「都有兩年時間無
來，都幾誇張呀，(仲認得路？)其實之
前都唔多認得，係去 餐廳咁囉，不
過冷氣就依然係咁凍。」問到以後會
否多同TVB合作？她表示都想，遲些
就會做回歸騷。提到另一電視台now有
意舉行樂壇頒獎禮？跟TVB無約的
Kelly卻不贊成，擔心欠公信力，她
說：「如果邀請我出席表演就應該無
問題，參賽就無謂了，我都無新碟
出，而且多些音樂節目係好，但頒獎
禮就唔好咁多個，最好就幾個台一齊
搞晒，多得滯驚無公信力」
。
近日有報道指其好友劉德華早前四
出派「齋薑醋」
，Kelly笑言還未收到，
連B女也未見過。問到是否還未對親
家？她心急的笑言：「未囉，等緊佢
呀。」
劉心悠表示對贏獎沒有信心，要是

贏得機票會請媽咪去環遊世界。

安仔讚Sammi廚藝勝工人
安仔與草蜢雖然私下甚老友，但他
直認是為獎品而來：「嘩，有機票
喎，今次梗係為獎品啦，(贏了當結婚
禮物同女友鄭秀文飛去英國結婚？)又
來？邊關事呀，張機票可以飛全世界
。」提到Sammi近日因身體不適而暫
時停拍杜琪 的新戲？安仔承認有此
事，又指女友現時過瘦，他說：「佢
可能有些緊張，以致耳水不平衡，都
想佢休息多些，肥些就好了，依家就
真係瘦得滯了，停工咪休息 。」安
仔本月將為好友歐陽德勳與女友蔡立
的婚禮擔任伴郎，之前傳出婚訊的安
仔被記者笑指可與Sammi預演婚禮，他
沒好氣地解釋，當日只是負責在宣誓
交換戒指時遞上戒指，但也有點緊
張，因不知要怎樣做。記者又提議他
與Sammi可練習一下？他卻笑指不知

Sammi可有被邀請。
另外，安仔昨日為now觀星台推出全
新飲食節目《fell純搞作》擔任首集嘉
賓，負責試菜。現場佈景有一個靚廚
房，問到安仔是否有「廚房宣言」要
發表？他即哭笑不得說：「玩呀又？
我來食東西，唔係咩宣言。」問到安
仔廚藝如何？他自認廚藝麻麻。有感
識下廚的男人很有魅力，安仔打算向
這方面進修，不過就稍欠天分，他自
爆好友蔡一智曾教他整牛扒，可是買
了幾百元材料，最後咬了兩啖便要給
愛犬吃。問到女友Sammi的廚藝又如
何？他笑道：「都好過我屋企個工
人，所以我都好少返屋企食飯。(叫女
友煮給你食？)咁又唔好成身汗，等我
啦，我覺得叫朋友來屋企，親自下
廚煮係一種尊重，我試過有朋友識整
叉燒，所以我決定第一樣就係學整叉
燒先。」記者笑指Sammi鍾意食牛 ，
安仔聞言笑個不停，卻又不欲多提。

陳鍵鋒與佐藤英明 惺惺相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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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東美

香港文匯報訊 正在上海車墩
趕戲中的陳鍵鋒，為了一件有意
義的工作，特別向劇組度了個下
午到上海參加活動。更為了不影
響劇組的進度，一連幾天都開超
早班，搞到眼袋都失控地跳出
來，可是鍵鋒一點都不介意，因
為他參與這盛會，喚起大家注
意，幫忙一群一出生就患有先天
性膽道閉塞，從而引起肝硬化，
最終失去肝功能，肝衰竭的病
童。

為肝病兒童出力
發起這活動的主腦人，就是來
自日本的野尻佳孝先生，這位被
譽為最年輕的上市公司主席，剛
踏入四十歲，事業有成，家庭幸
福美滿。野尻先生除了自己本土
的生意外，更希望在中國展現友
好，在生日的前一天，特地從日
本請來一百七十多位影、演藝界
名人，明星包括有伊東美 、
石田貴明、田波涼子、大島優

劉心悠 泰國拍廣告兼賀生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劉心悠（見圖）
日前為LACTACYD擔任香港、新加坡及馬來
西亞三地的全新廣告代言人，更親與製作團隊
遠赴泰國曼谷拍廣告。為配合廣告美白主題，
心悠更難得以吊帶小背心加熱褲青春打扮，盡
顯一雙美白無瑕的長腿。
廣告同時邀請一眾泰國名模協助
拍攝，心悠雖與眾人首次見面，但
她們很快即打成一片，更與眾名模
成為好朋友，經常於等候埋位拍
攝期間分享扮靚心得。心悠又在
泰國名模的帶領下，穿梭曼谷大
街小巷品嚐各式泰式美食，難怪
心悠返港後即大嘆要減肥。而拍
攝期間恰巧是心悠的生日，原來
心悠跟媽媽同月同日出生，一向
孝順的她特別邀請母親一同前往
泰國，預備工作完畢後兩個人靜
靜地慶祝，殊不知攝製隊伍早已
為她們預備一個神秘生日派對。當
她們看見工作人員突然把生日蛋糕
推入片場時，令心悠很感動，場面
十分溫馨熱鬧。

子，同時更邀請了韓國的巨星鄭
雨盛、香港的陳鍵鋒出席。這幾
位明星背後，除了演藝成就外，
都默默地做了很多沒有張揚的善
事，像陳鍵鋒不單定期捐血，為
紅十字會出心出力，今年他生日
時發了一條微博，讓大家轉發，
無論當天在午夜之前轉了多少
條，他就捐出同數量的金錢，為
救護海洋出力，將自己的快樂化
為善舉；同時為了環保更身體力
行，每有空閒都為海洋生態努

力。
出席的《海猿》的主角佐藤英
明，更與鍵鋒惺惺相惜，原來大
家都是具備潛水教練資格，話題
就不斷了。
當晚星光熠熠之下，都不及鍵
鋒那超強人氣，傍晚五點半，距
離晚會紅地毯進場前個半小時，
粉絲們已經擠滿淮海路的活動場
所入口，更有人爬到隔壁的天台
揮動燈牌為鍵鋒造勢，風頭真的
是一時無兩哩！

■全面復工的陳慧琳，以露肩長裙
現身節目玩遊戲，表現風騷。

張 芝 首任出品人信心十足
香港文匯報訊 張 芝昨日
在北京現身拍攝《裸愛》，出
品人兼主演演員張 芝（見圖）
攜黃維德、張馨予、內地超人
氣偶像陳翔、性感型男顧又
銘、沈芳熙、內地「小謝霆鋒」
石天碩齊齊亮相，宣布電視劇
開機。當天的儀式上， 芝首
次以「張老闆」的身份面對媒
體，對於第一次以出品人的身
份參與影視劇，張 芝說：「這部電
視劇我也有參與投資，感覺很特別，
以前都是做演員拍戲，這次卻是坐在
戲外來做很多幕後的事情，來幫助年
輕的演員演戲，來鼓勵他們，給他們
信心，讓我感覺非常不一樣。」
昨日並沒有張 芝的戲份，但是在
開機儀式結束後，張 芝並沒有馬上
離開，而是來到拍攝現場，坐在了監
視器前，認真觀看劇中兩位年輕演員
沈芳熙和石天碩的拍攝。在觀看的過
程中，張 芝一直緊緊盯 監視器，
不錯過兩位演員表演的任何一個細
節，還不時和導演溝通，指出她看出

的問題。在反覆看了幾遍後，張 芝
示意現場工作人員把兩位演員叫到自
己身邊，先是和兩人一起看了這場戲
的回放，然後又把自己剛才看到的問
題很耐心的跟兩位演員講了出來。因
為在這場戲中，沈芳熙飾演的是一位
已經懷孕6個月的孕婦，但是沈芳熙
並沒有做過母親，所以孕婦的感覺做
得不是很對。已經是兩個孩子媽媽的
張 芝跟沈芳熙說：「女人懷孕6個
月的時候是最舒服的時候，狀態也是
比較不錯的，走路時不用特別的小
心，自然就好，不要太緊張，不用考
慮太多，舒服就好。」

舒淇 二手玩具送偏鄉
中央社電 為幫助偏鄉孩
童，舒淇（見圖）昨天在台灣
響應募集捐贈玩具、二手書活
動，將物資送到偏鄉和部落。
舒淇笑說，能分享愛、讓偏鄉
孩童吸收城市資源，很有意
義。舒淇透露北京一些朋友也
捐助了一些玩具和書籍，將一
併送給台灣偏遠地區孩童。她
又表示小孩可愛又聰明，希望
分享大愛給偏鄉小孩，未來想
拍一些老少咸宜的電影。
■圖：中央社

暑假活動由太太負責
克勤 為歐國盃與世隔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
靜儀) 李克勤（見圖） 昨
日聯同盧凱彤及男子組合
Shine，到港台出席《太陽
計劃2012》活動，現場並
頒贈「太陽Daddy」委任
狀給克勤，以及首播盧凱
彤及Shine合唱的主題曲
《呼喊青春》
。
相隔多年再參與太陽計
劃活動的克勤，表示將會
參與當中的足球訓練計
劃。問到會否帶大仔李立
仁一同參與？克勤說：
「他只有四歲半，還很細
個，兒子只有興趣睇球
賽，踢就沒興趣，他較喜
歡打golf。而夏天我會讓
他學游泳，將來被人掉落
水都唔會浸親，不過暑假
活動都由太太負責。」克

勤本周五開始便要為now
主持歐洲國家盃，他表示
屆時會與世隔絕，並笑
道：「預計每日凌晨五點
才收工，基本上會在now
沖涼，之後睡柴房(雜物
房)，住十幾日，入面有張
尼龍床，有部轟轟聲的冷
氣機，主要不想吵醒家
人，又不想畀兩個早起身
的小朋友吵醒我。」他又
笑言不怕兒子會誤會父母
鬧交分房睡。
另外，近日環球合唱的
回歸紀念歌曲被網友踩他
們擦鞋？克勤表示身為公
民愛國家不覺得有問題，
每人各自有不同的睇法，
他不能阻止，而做這件事
的出發點也是好的，他會
聽取大家意見。

Shine宣佈個唱加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 「鹹魚翻生」
的Shine將於8月4日假九展Star Hall舉行的一場
演唱會，優先訂購反應理想，昨日他們即宣
布會在之前加開一場。對於個唱反應理想，
徐天佑表示原意是想與歌迷聚一聚，估不到
反應如此好，感到很開心。天佑說：「無問
錢，一陣同公司傾一傾，呢個問題好緊要。」
他笑謂要是真有傳聞中歌酬20萬元，會考慮
加多隊band，整一個升降台出場。至於黃又
南就笑言想吊威 從天而降，隆重出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