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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 年底新娘湯盈盈前日公佈喜訊後，昨早如常開工，雖然盈盈沒有親口證實「奉子承婚」之
說，但見開工期間，不論合作演員和幕後工作人員均對她小心翼翼，扶上扶落，對這位未來「錢太」呵護備至。

盈 你好

盈公開結婚消息後，繼續為新劇《老表、
事，稍後會拍一場跣倒場面，每個人都有機會
》開工，昨早十時先到大坑取景， 拍這些場口，大家都會小心，又不是真的跣低，
其後再轉場到尖沙咀拍攝，雖然只拍了3小時左 (樂樂不准拍？) 唔會，無 啦，拍戲之嘛。
右，可能她前日很夜收工，加上被傳已懷有三個
心急向安仔請教注意事項
月身孕，故此，盈盈收工時忍不住說：「好
盈盈表示現在每日開工，未有時間籌備婚禮，
呀。」
盈盈穿上黑色裙披上外套配以有高跟鞋拍攝， 因為比較突然，未知會否在港擺酒，可能會先註
見到傳媒時不時以手袋遮擋腹部，有指『雙喜臨 冊，(一班姐妹嬲你結婚太保密？)她們講 而已，
門』的她，拍攝時更得到萬千寵愛，昨日她拍攝 會替我開心，昨(前) 晚收到好多朋友短訊，我無
逐個覆。有指盈盈已有三個月身孕，她輕拍記
對手有郭晉安、阿Bob（林盛斌）
、萬綺雯等，當
盈盈落樓時，安仔和阿Bob便緊張扶她，叮囑她 者，笑而不答，繼而拉開話題表示在『老表』其
要小心，工作人員又扶她上落車，相當照顧。其 中一場戲被Bob搞大個肚有BB，大家說她好
後盈盈去越南餐廳「醫肚」，她叫來一碗牛肉麵 lucky，她認同笑謂：「係呀，好lucky，總之遲些
時，也很小心問清楚是否熟牛肉，未知是否大肚 再講。」嘉樂透露求婚時搞喊盈盈，盈盈笑說：
婆對吃方面特別小心。說到安仔踢爆她問這時候 「佢終於恨到。」盈盈拍畢《老表》一劇後，接
便拍《衝上雲霄II》
，當中戲份不多，她透露媽
要吃些甚麼，盈盈一臉尷尬說：「邊度有咁
事，(向安仔請教心得？) 佢咁好，唔使講咩都會 咪於10月左右回港，(他們很緊張你？) 向來都錫
話我知，(之後所有動作鏡頭都會替身上陣？)無咁 我，當我是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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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欣燕讚湯盈盈 降伏浪子錢嘉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
江欣燕、周國賢、 范 振 鋒 昨
日到跑馬地拍攝飲食節目，
欣欣被問到好友湯盈盈和錢
嘉樂結婚，她開心說：「已
經在微博恭喜二人，看 他
們拍拖，如今宣佈婚訊，自
己真想哭出來，估不到盈盈
可以降伏這位浪子，令佢
「收檔」
，哈哈！！」問她會送
什麼禮物給BB，欣欣未有想
到，奶粉又唔送得日本品牌，
不過盈盈都餵母乳，咁就一定
夠碘。
總之我衷心祝福周家蔚與盈
盈，至於欣欣又何時生孩子，
她表示已決定不會生孩子，事
關已過了安全年紀，加上覺得
二人世界更開心。范振鋒在早
上的節目上已經致電恭喜盈
盈，也有問對方是否有BB，盈
盈的答案是不告訴我，讓大家
去明白好了。

推廣跳舞幫個腦紓壓
另外，Crystal@HotCha、谷
德昭昨日出席『Fitmind運動光
碟』推行計劃，主要是幫助思
覺失調患者，推動大眾多做有
益身體及精神健康的運動，也
可讓大家在家中輕鬆幫個腦做
運動來紓壓，而負責排舞的谷
德昭女友林子萱也有現身。谷
德昭表示之前推出過4、5分鐘
的DVD，後來 吸 納 醫 生 意
見 ， 最 理 想 是 做 3 0 分 鐘運
動，經醫生和排舞師 商 量 後
決 定 推 出 加 長 版 ， 大 家可以
跳到出汗，對身體和腦部都有
很大幫助。Crystal透露今次拍
攝加長版共有十式，希望讓更
多人了解思覺失調是什麼一回
事，又可以幫助小朋友減壓，
所以谷德昭邀請幫忙時便一口
答應。
說到錢嘉樂和湯盈盈年底結

■(左起)范振鋒、江欣燕、周國賢昨日到跑馬地拍攝飲食節
目，當街食串燒。
婚，谷德昭表示:「今(昨) 日睇
到報紙先知，(突然嗎? ) 同第
二個結就突然，(雙喜臨門? )
恭喜佢，好啦，盈盈好喜歡小
朋友，(幾時輪到你? ) 過兩日
先，沒有計劃，(谷祖琳都已經
做媽咪? ) 所以我幫佢湊女，湊
別人的孩子便可以，她的BB很
得意，愈大愈似佢老爺，髮型
同老爺一樣，佢老爺想吞個孫 ■ 谷 德 昭 、 C r y s t a l 出 席
落肚。」
「Fitmind運動光碟」計劃。

《夜蒲》女星鬥晒「事業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李思穎)模媽Mia、
連詩雅、關楚耀及劉雨琦等，前晚與
導演錢國偉齊齊於圓方戲院出席電影
《喜愛夜蒲2》首映禮，大晒「事業線」
的Mia表示經已做好安全措施，笑言今
天毫無對手可以和她比較，又謂這次
向大家展現的並不是「事業線」
，而是
「票房線」，她謂：「票房越好，條線
就會越長！」
談到日前被拍到她夜釣富家子，Mia
就坦言對方只是認識了多年的好朋
友，碰巧對方生日才相約於夜店慶
祝。問到對方是否家底實力雄厚時，
Mia卻表示從沒過問對方家庭的問題，
可能下次和他出街時要偽裝成男生才
能避免不必要的緋聞。
以驚人身材成功搶鏡的張暖雅坦言

■電影《喜愛夜蒲2》首映，模媽Mia、連詩雅、關楚耀及劉雨琦與導演錢國偉
等出席。
是次以真空上陣，並且沒做任何安全
措施，若然裙子因此掉下，也沒所
謂，（有人畀錢你就可以脫？）唔
係，我都唔會露點，總之唔靚就無咩
人識我啦！」

錢國偉被問到好友錢嘉樂是否雙喜
臨門時，他就笑言只知道嘉樂於年尾
舉行婚宴，自己也估計嘉樂是奉子成
婚，是從對方近日經常笑眯眯，心情
大靚而推斷出來。

新劇首映避談「隆詩配」 吳奇隆挺緋聞女友當金鷹女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穎 長沙報道） 備而來，首映禮現場，每當主持人旁敲
去年以穿越劇《步步驚心》人氣激增的 側擊提到劉詩詩，他都以新劇中的搭檔
當紅小生吳奇隆，20日攜新劇《向 炮 甘婷婷做擋箭牌，笑言：「當 婷婷的
火前進》亮相長沙。在新劇首映禮上， 面問詩詩，不太合適吧。」被問到現任
雖絕口不提感情狀況，但面對媒體提 女友是誰時，則指 場內粉絲回答「她
問，吳奇隆仍不避嫌地大讚劉詩詩「是 們」
。在媒體提問環節，劉詩詩入圍「金
很認真、很努力的演員」
，並力挺緋聞女 鷹女神」再成話題，吳奇隆雖大方表態
友出任新一屆金鷹電視藝術節的「金鷹 「她端莊美麗，當金鷹女神很完美」，亦
女神」
。
不忘補充一句「這一屆是劉詩詩，下一
一部《步步驚心》讓「四爺」吳奇隆 屆是甘婷婷」，談感情耍太極的「功力」
和「若曦」劉詩詩人氣大增，兩人戲中 十分了得。
纏綿悱惻的動人愛情不知道俘虜了多少
吳奇隆盼藉新劇轉型
觀眾的眼淚。雖然在劇中最終沒能相依
《步步驚心》中穩重柔情的「四爺」
相守，但卻絲毫不影響兩人成為年度最
登對情侶，兩人戲外的感情走向亦成為 形象深入人心，新劇《向 炮火前進》
則飾演集霸氣和孩子氣於一體的土匪
媒體、粉絲關注焦點。
這次來長沙宣傳新劇，吳奇隆顯然有 「雷爺」雷子楓，對此，吳奇隆表示，以

■吳奇隆夥同甘婷婷飾演戰地情侶。
往拍古裝劇比較多，這次是首次挑戰戰
爭劇，希望給觀眾帶來不一樣的感受，
他自己亦對這部「轉型」之作寄予厚
望。在片方提前公佈的片花中可以看
到，吳奇隆這次出演的英雄角色與他以
往溫文儒雅的熒幕形象截然不同，大量
爆破、格鬥、槍戰戲都親自上陣，化身
十足血性硬漢。

安仔表示已恭
喜盈盈，但事前
毫不知情，之前
有場戲要我們在
床上肉搏，好彩
當時不知道，否
則會很驚，安仔
透露原本盈盈的
一些動作跌倒場
面，現在會由替
身上陣，問到盈
盈是否有喜，安
仔謂：「等她講 ■郭晉安萬綺雯為新劇《老
啦，(會否特別照 表、你好 》拍外景。
顧她? ) 不單止我一個，好多人都會照顧她，(向你
請教湊仔經？)佢好心急，不停問我可以吃甚麼，
其實沒甚麼特別，最重要是開心，不要有太大壓
力。」

好姊妹紛紛披嫁衣
佘詩曼打算做壓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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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 佘詩曼(阿
佘) 身邊的好姊妹梁靖琪、周家蔚、以及
宣佈年底結婚的湯盈盈相繼出嫁，阿佘未
有因而為自己的終身幸福 急，笑言亦未
需要去婚姻介紹所的地步，但不排除遇到
有緣人時，便會閃電結婚。
阿佘昨日為腕錶品牌擔任剪綵嘉賓，穿
上tube dress裙的她獲大會送贈鑲有72粒鑽
石的腕錶，她不知價錢，覺得最重要講求
心意，她向來有收藏手錶，最貴一隻達六
位數字，全部都是自己購買回來或是出席
有關活動時獲贈的。
說到其好姐妹湯盈盈年底披嫁衣，阿佘
開心說：「恭喜她了，佢終於現身，(佢
雙喜臨門？) 生蛇B ? 我祝佢早日生蛇B，
(會否跟BB上契？) 佢邀請我便會做，自己
很喜歡小朋友，現在已有五個契仔女，
(幾時到你生小朋友？) 盈盈結婚，咁我壓
軸，你們祝福我啦，不過現時沒有拍拖，
一切隨緣，(沒有富二代追求？) 沒有，拍
劇的對手都不是富二代，其實有錢與否都
不重要，最緊要開心和溝通得到，見到對

方時便會笑。」雖然她身邊的朋友都多已
結婚，阿佘沒因此有壓力，依然會慢慢選
擇，「因為結婚是一生一世，而且家中的
兄長和弟弟都已婚有孩子，所以母親沒有
對我施壓力，(自己擔心嫁不出？唔使
，(找婚姻介紹所？) 未去到這一步，朋
友也沒為我介紹，會順其自然。」

渴求同劉德華合作
至於擇偶條件，阿佘覺得圈外圈內也沒
所謂，最重要是人與人之間要坦承相處，
互相尊重，(遇到合適時會否閃電結婚？)
唔知 ，愛起來都可能會，到時先算，
(接受老外嗎？) 未試過，不過年齡、人種
都不是最大問題，最重要是溝通和開心。
說到劉德華有機會返無 拍劇，阿佘開
心說：「劉德華？梗係想同佢合作，求之
不得，係咪真 ，(做情侶？) 沒有所謂，
(早已暗戀華仔？)無咁誇張，不過有次佢
頒獎給我，當時我開心到心跳加速，(合
作的話會心臟病發？) 我不敢想像。」

《血滴子》主創 變「黑超特警」
在山西拍攝外景的地方，是要開山闢路才
抵達得到，戲服又很厚又很重，曾經井柏
然給他每天罵騎馬不夠好，最慘的還是李
宇春要被他打臉龐。

余文樂甘被劉偉強罵
■《血滴子》眾主創出席在北京的預告片
發佈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慶全) 寰亞電影
首部3D立體武打鉅獻《血滴子》定於12
月20日上畫，首次合作的導演劉偉強與監
製陳可辛昨日率一眾演員余文樂、黃曉
明、李宇春、井柏然及蒲巴甲等出席北京
預告片發布會，並全球首播3D預告片。
昨日與導演劉偉強跟監製陳可辛及一眾
演員組成的古代「特種部隊」出席發布
會，席間導演跟監製向演員送贈特別訂製
的3D眼鏡，跟現場近千傳媒及粉絲率先
欣賞預告片段。
台上出席的台前幕後人員均以全黑裝扮
型爆亮相，劉偉強笑說：「雖然傳聞12月
21日將是世界末日，不過我們會還在，沒
事的，到時歡迎大家一起來看電影慶
祝」。他又讚賞今次的演員勞苦功高，因

余文樂雖與劉偉強多番合作，忍不住笑
及半帶笑說：「導演是香港數一數二的
兇，不過他卻是有一種魔力，令我樂意被
罵，且從小就跟他合作，都被罵慣了！」
黃曉明也爆出導演的秘聞說：「我們一
起拍攝就像一大班好朋友，感覺很愉快，
在現場一看到導演喝酒，就知道大家都快
可以收工了，因為導演覺得演員喝點酒可
以演得更好，不過導演有兩好、兩爛，好
是人品好、導演得好；爛則是酒量爛、普
通話更爛！」全場聞言無一不捧腹大笑。
李宇春是戲中唯一的女武將，但阿樂跟
曉明則取笑她是個「睡神」，曉明搶 笑
說：「我有證據，每次她一睡我就拍下，
她無論何時何地、任何時候都可以睡！」
阿樂也加入說：「她睡 我們就去跟她拍
合照，照片都在我們的手機裡，不過今天
先不給大家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