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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李思穎) 劉德華和

劉嘉玲將會為本周日舉行的
《2012香港小姐競選決賽》擔
任評判，雖然今屆候選佳麗中
有藝人後代，即湯鎮業兄長湯
鎮宗的女兒（見圓圖）
，二人異
口同聲表示會公正評分，不會
存在人情分和兄弟分。

首當港姐評判必公平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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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度見評判團，同是首度擔任
會昨日安排10位候選佳麗首

港姐評判的華仔和嘉玲盛裝現身，
嘉玲風采不減，艷壓全場，兩位靚
人各自有評分準則，華仔坦言心目
中的港姐要擁有一把長髮，眼眸有
神，說到參賽者湯洛雯正是華仔好
兄弟湯鎮業的姪女，華仔強調絕不
會有兄弟分，會公正評分，港姐條
件應該是全面性，具有很強的語言
能力去應付親善工作，美貌亦不能
缺，故此要在兩者間取得平衡，而
且今年會採用由市民一人一票投
選，所以親和力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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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仔無意讓女兒選港姐
■華仔和嘉玲向候選港姐傳授心得。

蔡少芬為百罐鮑魚上遊戲節目
吳啟華將演《on call 36小時》續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蔡少 廣告商斟洽，如果能搵埋老公一家三口
芬(Ada)昨日與吳啟華為薛家燕與阮兆祥 拍廣告就更好，可以留一個回憶。
主持的《皆大歡喜之溏心風暴》錄影，
啟華無意再演程至美
二人拍檔煮一味鬼爪螺，不過未煮已開
自言婚後已變了住家男人的啟華，表
火，Ada笑指啟華是「食家」
，食盡不同
示平日也有下廚，最拿手煮鮑魚冬菇炆
國家的菜式。
久沒上無 遊戲節目的Ada，坦言是 雞，就連原本不愛吃冬菇的太太及女兒
為了一百罐鮑魚獎品而來，她自誇廚藝 也大讚，他得意洋洋的說：「冇兩招點
了得，雖已成年沒有下廚，她又說： 行走江湖？」問到可想回娘家拍劇？啟
「之前啟華 微信已經不停提我，叫我 華透露早前跟無 簽了部頭約，明年2
整好 ，唔好衰畀佢睇，我連鬼爪螺都 月會拍《on call 36小時》續集。他坦言
未見過，啟華就由細食到大，佢主張用 簽約條件很好，原本劇集年底開拍，但
法式煮，我就唔理用中式煮，啟華對食 無 遷就他年底多騷做，改為2月才開
有要求，很公子哥兒。」她又透露新年 工。問到是否演回程至美醫生一角？啟
時曾與啟華約食飯，當時其女兒在場， 華表示公司也有問過他，但他想演一個
並大讚啟華的女兒很靚女，一點也不似 新角色。至於會否找Ada再合作？他指
一早已找了Ada，但她沒有空。問到想
啟華。
Ada又笑言現時最叻是開奶，幾秒鐘 跟哪位合作？他笑道：「男人都鍾意後
已開到一支奶。早前日本奶粉出事， 生女，有無好介紹？」當記者提議苟芸
Ada慶幸囡囡是飲用自己代言的新西蘭 慧，啟華坦言未見過對方，當得悉她在
奶粉。問到可有人找她們母女檔拍廣 《怒火街頭2》中也是演醫生後，他即追
告？Ada笑稱酬勞會很貴，但也希望有 問劇集幾點播映，十分搞笑。

呼籲李宗瑞盡快投案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富少李宗瑞自
從爆出「淫亂事件」至今，已經19天
沒有露面，外界紛傳其家人，父親、
前元大金控董事李嶽蒼暗中資助其潛伏
台南，伺機外逃。不過，李嶽蒼昨日接
受台媒訪問時否認了暗中金援其子逃亡
的說法，還強調自己絕對沒有做過，連
稱做爸爸的已經很難過了，更透過媒
體發出聲明，向社會道歉，並呼籲兒
子盡快投案，釐清真相。
據台媒體最新報道，李宗瑞父親李
嶽蒼首度露面，發聲明為未能教養好
兒子道歉，也代子之行為道歉，聲明
書原文：
本人李嶽蒼對於小犬李宗瑞一年前
被控涉嫌妨害性自主案件，當時已感
錯愕。近日各大媒體報道其另涉有所
謂偷拍不雅照片等事實，更令本人惶
惶不安。雖李宗瑞業已成年，相關法
律責任本應自負，然本人對於未能善
盡人父教養之責，導致李宗瑞行為顯
有偏差，引發輿論各界討伐，就此事
件對社會所造成至各種負面影響，本
人在此致上最深的歉意。
本人並鄭重呼籲小犬李宗瑞盡快出面投案，
勇於面對法律，配合相關司法調查，以釐清事
實真相，負起應負之責任，使此事件早日落
幕，一切回歸正常，幸甚！
聲明人 李嶽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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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少芬練得幾秒
鐘開奶絕技。

■啟華明年2月
才拍TVB新劇。

一小時內面色變幻

湯盈盈情緒飄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被指懷
孕三個月的湯盈盈(見圖)昨日繼續為無
新劇《老表，你好 》到北角某間學校拍
外景，盈盈未知是否剛懷孕，情緒較飄
忽，短短一小時裡，可以由「黑面」變回
展現笑容，可說變幻莫測。
盈盈身穿黑色略低胸裙親自駕車到拍攝
場地，落車時拿 圍巾遮肚，當現場傳媒
多次叫她拍照時，但見盈盈笑容欠奉充耳
不聞，其後換了戲服
落車，心情仍未見好
轉，還是不肯停下給
傳媒拍照，邊行邊
說：「我未整頭。」
當日拍攝戲中王菀
之畢業的場面，盈
盈、郭晉安、羅
蘭、王祖藍便在
台下觀禮，拍攝期
間盈盈開始心情轉
好，不時跟羅蘭姐交
談，當被祖藍、安
仔、羅蘭姐拱手祝賀
時，盈盈露出笑容，
跟住「拱手」回禮。

有指今屆港姐是非不少，華仔表
示沒有留意，不過參選一定有這樣
的誤會，就算勝出後都會被講足兩
三年，笑言奪亞、季便最穩陣。當
問到華仔會否讓女兒選「港姐」，
他即「噓、噓」不作回答。
有指王晶成功邀得周潤發再演賭
神，原本劉德華飾演的陳刀仔便換
上謝霆鋒，對此，華仔表示被邀的
話都會考慮，自己已變成賭俠，也
曾跟賭聖和賭神合作，若然再與霆
鋒合作就更好了。

嘉玲拒拍偶像劇
此外，嘉玲說到選港姐的準則除
要美貌與智慧兼備，亦要與時並

與陳智燊穿情侶裝
鍾嘉欣出口護鄭嘉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鍾
嘉欣、陳智燊(Jason)(見圖)和監製前
晚「萬歲」請《幸福摩天輪》一眾演
員和工作人員吃煞科宴，劇中男、女
主角嘉欣和Jason不約而同穿上粉紅
色情侶裝現身，其他出席演員尚有樂
瞳、林夏薇等。
他們表示事前沒有夾過穿粉紅色，
至於會否情侶檔演出，嘉欣表示等公
司安排，不過作為演員，希望與不同
男藝人拍檔，會有更多新鮮感和擦出
新火花。她又大讚Jason在首部擔正
劇集裡的表現不錯，看到他不斷進
步。而Jason首次擔正做男主角，坦
言有壓力，嘉欣希望對方把壓力變成
動力。當問到二人不怕傳緋聞嗎？他
們都表示不怕，大家是朋友。
Jason透露仍是單身，沒有拍拖，
問到他不是跟宋熙年傳緋聞？Jason
謂：「我唔抗拒大家追問，這傳聞已
很久，沒有所謂，(係咪好朋友？)是
朋友，(有報道指宋熙年和鄭嘉穎約
會？)係嘛？她的事不方便回答。」
此時，嘉欣插嘴說：「唔可以咩都入
晒嘉穎數。」

另外，樂瞳一劇接一劇，下月會接
拍無 賀歲劇，她覺得自己很幸運，
得到不少演出機會，她承認今年收入
相當可觀，較去年上升一倍，希望年
底可以買部車獎勵自己，她說：「預
計用六位數字買車，始終是起步階
段，唔會買天文數字，要慢慢努力搵
錢。」

羅志祥等做表演嘉賓
楊丞琳邀梁洛施睇個唱
最想奕迅城城當嘉賓

嘉樂變了愛妻號
完成這個鏡頭後，記者再要求盈盈做訪
問，此際她相當合作，問她是否心情不
好？盈盈解釋因今日畀錯通告，所以有些
趕，又未整頭化妝。問到有孕的盈盈情緒
有起伏嗎？她說沒有，還好，也睡得 ，
記者笑言見她心情麻麻，還以為她跟嘉樂
有拗撬，她即說：「你們好多 都以為，
(現在嘉樂對你事事遷就？)也是一樣，沒
有特別，(嘉樂變了愛妻號？) 係呀，要
啦，(係咪會搬屋？)未知，因在拍劇很多
事未決定，現在做 先，尚未定婚期。」
盈盈昨日疲態畢露，坦言有時較易 。嘉
樂會否一日幾電？她謂：「沒甚麼變動，
向來都是一樣，沒有特別事發生，(佢係
咪變乖？)佢不嬲都乖，沒有特別要改，
不用擔心，(嘉樂話留在家靜思將來！)佢
有咁講過？通常我們不用開工便留在家，
不會去其他地方，(他給你甚麼承諾？)唔
需要，唔使講，(你好蝕？) 唔會諗這些
的。」盈盈前晚買魚生外賣，有違孕婦吃
生冷食物禁忌，她稱：「唔係我食，買畀
佢(嘉樂)食，(叫埋嘉樂一起戒口？) 時好
夜，我已經吃了飯。」

進，提高EQ面對各方新聞，至於湯
洛雯是湯鎮業姪女，嘉玲也有聽
過，但不會有人情分。問到嘉玲有
否想過參選港姐？她說：「自己較
保守，過不了穿泳衣這一關。(港姐
有不少是非？)藝人一樣會有，何況
沒有走過這條路又點知有甚麼風險
呢？(如果你選港姐，可能識不到偉
仔？)有緣的話甚麼地方都相遇。」
有傳無 邀請華仔回巢拍劇？嘉
玲透露自己都抱 開放態度，「尤
其無 是我的搖籃，會有感情分，
首要考慮是劇本，錢不是主要因
素，(華仔希望拍偶像劇！) ，他現
在都是我偶像，不過佢做不做得到
Teenager(青少年)，如果我們一起拍
偶像劇便不好了，我較適合做都市
成熟女人，演出對手首選是華仔，
佢旺我呀，(希望同老公偉仔合作
嗎？)這個是我帶旺佢新一輩演員好
欣賞黃宗澤，他有星味及殺傷力。」
藝人後代湯洛雯表示沒有見過華
仔和嘉玲，亦不覺他們會偏袒自
己，她說：「開始參賽時已經有這
些說法，習以為常。」不過她小時
候很崇拜四大天王，但自己卻很害
羞，爸爸又在內地工作，所以沒有
機會見他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可
愛教主」楊丞琳(見圖)為新唱片《想
幸福的人》來港進行密集式宣傳，前
晚便到過旺角出席簽名會，吸引600
歌迷來撐場，險些逼爆商場全層，粉
絲們更邊等候邊唱 偶像的新歌。
楊丞琳亮相時先以廣東話向粉絲問
好，並高興地表示新碟銷情理想，此
外又值得她高興的是化妝師向女友求
婚成功，一位感情要好的工作人員亦
剛與女友拍完婚紗照。楊丞琳在粉絲
面前撒嬌說未知何時才能到她嫁得
出，粉絲高呼「很快到妳」作回應，
她聞言又笑笑口說：「不急，不急，
幫大家簽完名才慢慢去想啦！」

楊丞琳沒想過有這麼多粉絲來參與
簽名會，給嚇一跳，她答應粉絲會替
所有人簽好名才離場，並表示在港發
行的新碟首批一推出即售罄，因此在
3天前臨時決定舉行簽名會，希望加
印的第二批會有新版本給歌迷驚喜。
談到年底於紅館舉行個唱，楊丞琳指
籌備正進行中，演唱會海報及名字也
定好了，惟暫時未能公布，她坦言從
沒在港舉行過售票演唱會，讓粉絲等
了她12年感到真不好意思，可能有些
歌迷等她等到孩子也生了下來。演唱
會的表演嘉賓，楊丞琳表示名單仍在
考慮中，只是跟小豬(羅志祥)合作太
多，不過她擔任小豬演唱會嘉賓時，
他曾承諾要預留時間給其到來。至於
舊愛小鬼，楊丞琳則帶笑說：「他沒
有向我承諾過，再說吧！我還是最想
陳奕迅、郭富城跟蔡卓妍當我的嘉
賓。」而電影中合作過的梁洛施，她
表示一直有跟對方在網上以Skype聯
絡，知她人不在港，也看過對方兒子
的照片，且已經邀請對方來看她的演
唱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