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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德鐘稱未有
人膽敢在他面前
以身試法。

被■
捕華
。姐
張
慧
雯
網涉
上嫌
圖藏
片毒

■樂易玲昨日中午會見張慧
■樂易玲昨日中午會見張慧
■樂易玲昨日中午會見張慧
■樂易玲昨日中午會見張慧
■樂易玲昨日中午會見張慧
■樂易玲昨日中午會見張慧
雯兩小時了解事件。
雯兩小時了解事件。
雯兩小時了解事件。
雯兩小時了解事件。
大
隻
型
男
同
登
場
。

■盧海鵬、賈思樂、戚美珍、吳啟華及廖安
■盧海鵬、賈思樂、戚美珍、吳啟華及廖安
■盧海鵬、賈思樂、戚美珍、吳啟華及廖安
■盧海鵬、賈思樂、戚美珍、吳啟華及廖安
麗昨日為《蝦仔爹
麗昨日為《蝦仔爹
麗昨日為《蝦仔爹
II》綵排。
II》綵排。
麗昨日為《蝦仔爹
麗昨日為《蝦仔爹
麗昨日為《蝦仔爹 II》綵排。
II》綵排。
II》綵排。
II》綵排。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
不
盧海鵬、戚美珍、廖安麗及賈
演 ︽ 思樂等主演的《蝦仔爹 音樂
舞台劇II》由於反應理想，昨日
﹁
宣佈加開12月16日一場，合共
程 蝦 演出3場。當晚更邀得「歌神」
，而其
至 仔 張學友擔任「愛心嘉賓」
他嘉賓還有陳慧琳、吳君如、
美
梁家輝、吳啟華、林 、黃宗
爹
澤、曾志偉、廖偉雄、黃日
﹂
華、苗僑偉及草蜢等，陣容鼎
吳
盛。
啟
昨日鵬哥、戚美珍、廖安
麗、賈思樂及客串飾演醫生一
華 Ⅱ 角的吳啟華齊集為該劇綵排，
挑 ︾ 身為台柱的鵬哥對於加開一
場，他笑稱預了會加場。問到
戰
演出時可會爆肚？他表示沒有
浮 反 想過要爆肚，都是按劇情去
誇 應 做。至於會否爆粗？他則笑道
不會了。他又透露有意在現場

人涉吸毒事件，曾參
演《On call 36小時》
晶晶一角的「2010年

前晚因涉及一宗客貨
車藏毒事件而被捕，
有指車內司機是其男友。案件令圈中人中議
論紛紛，馬德鐘指當年有份做評判選對方做
「華姐」
，作為同事也希望對方平安度過；入
行後未遇過有人引誘他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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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視部副總監曾醒明昨午證實涉案女子正
是2010國際中華小姐季軍兼無 經理人合
約藝員張慧雯，現時正保釋外出候查中。曾生透露張
慧雯已與製作資源部總監樂易玲見面交代情況。Candy
現時有份拍攝黃浩然與黃翠如主演的新劇《師父，明
白了》
，但近日未有她的戲份。

與女兒分隔異地最難受

停演《師父，明白了》
昨晚樂易玲出席於電視城舉行的劇集慶功宴時，承
認已於中午會見Candy兩小時了解事件，當時張父亦在
場。樂小姐稱Candy現保釋候查，她相信對方是乖乖
女，是無辜的。問到Candy是否要停工？樂小姐說：
「停 啦，本來Candy正在拍攝的《師父，明白了》亦
會換角，因警方要求她一個月後到警署報到，而且中
間更要協助調查。」

支持電視業百花齊放
昨日馬德鐘與廖碧兒（Bernice）出席電訊公司活
動，Bernice獲大會安排數位赤裸上身的大隻型男陪伴

上台，而馬德鐘就只獲一班飛虎隊造型的工作人員陪
同出場。
對於近日再有傳出藝人涉吸毒事件，馬德鐘指這行
一直也有這些傳聞，他又說：「剛才也有人問我可受
過引誘，當然沒有啦，因為大家都知我做過警察，無
咁大膽 ？就算有可能也不敢讓我知道，暫時未試過
有人在我面前吸毒。」
城電日前安排職工會於銅鑼灣收集市民簽名以促政
府發牌，馬德鐘坦言自己雖是無 部頭合約藝人，但
也支持電視行業百花齊放，認為有競爭才有進步。

錯。
另Bernice自爆初入行時曾被偷去手機，對方除向她
索取金錢外，又 她要到內地交收，父親為免她有意
外於是報警求助。問她是否親密照不會放於手機內？
Bernice笑而不答。
此外，無 主席梁乃鵬對於無 總經理李寶安早
前接受報章訪問時，表示如政府發新牌將對市場有
甚大影響，而無 員工明年有可能不獲加人工，原
定推行的5天工作制也要擱置，梁博士出席活動時表
示，有看過李寶安的訪問報道，又指對方所講的不
會是假，他說：「他講得出來梗係不會是假，不
廖碧兒被賊邀見面
過，明年會實行5天工作周，希望同事開心些，這不
由無 跳槽到城電的Bernice，對於城電的做法，她 是現有計劃，是一早安排的，會按部就班。」那是
初時只表示希望拍攝的劇集可以面世。再問到若城電 否因為發牌問題而擱置？他指人工一定會加，今年7
要求她上街遊行會如何？Bernice即面有難色說： 月已加了一次，他都希望照顧同事，但考慮到盈利
「或者搵第二 方式支持啦，（佢要求你簽名咁點？） 問題。他強調員工會加人工及有花紅，而且加幅比
留給公司安排。（你對兩間免費電視台施壓點睇？） 去年更好。另提到「華姐』張慧雯涉藏毒，問到佘
大家各有各風格。」問到她說話有所保留，是否怕得 詩曼有否影響選美形象？她表現愕然：「好難答，
罪無 ？Bernice即否認，並強調市民多個選擇也不 交由警方處理。」

與汪東城愈見似樣

蔡楓華 偕歌迷酒店慶牛一

炎亞綸信粉絲能辨

香港文匯報訊 明日是蔡楓華
(Ken)（見圖）52歲的生日，其
歌迷日前就為阿Ken在一酒店
宴會廳舉行生日會。當天參加
的歌迷朋友眾多，不少歌迷更
特地從澳門、內地，甚至美加
來港為偶像慶生。期間不少歌
迷上台表演唱歌和玩遊戲等，
氣氛熱烈。談及生日願望，阿
Ken祝願所有人都能開心過每一天，並望能繼續
和歌迷在各種聚會及演唱會中開心共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 台灣
「飛輪海」成員炎亞綸（圖中）前晚
來港出席商場舉行的《紀念日》簽
日暨聖誕亮燈儀式，台上除獻唱
新歌外，又與粉絲玩遊戲，玩
完又應女粉絲要求來個抱
抱，之後又走到台前與粉
絲們合照，令到粉絲們興
奮得不停尖叫。事後炎亞綸
接受訪問時，大讚香港粉絲
很熱情。說到他的粉絲女
多過男?他也承認自己的
男絲較少一點。
此行炎亞綸來港會逗
留3日，今日便離港，

懶理簽TVB換提名之說

阿佘自信是靠演戲實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 佘詩曼（見圖）
以7位數字酬勞為酒店集團擔任3年代言人，昨
日她以tube dress打扮現身活動。對於被指簽回無
才獲提名「視后」
，阿佘否認其事，更事先張
揚頒獎禮當日可能有工作在身未知能否出席。
阿佘收到7位數字的酬金，表示相當滿意，
準備把這筆錢儲起來，同時又獲贊助在該集團
的世界各地酒店可以免費住宿任食，就連媽咪
都受惠。說到有傳阿佘再簽回無 才獲提名
「視后」
，阿佘笑說：「我覺得自己演得幾好，
事實無 待我不錯，雙方保持良好關係，好開
心可以獲提名，不會理會其他傳言，(是否簽
回無 ？)我們仍有合約，尚欠無 一部劇
集。我希望明年可以拍到，歇了一年時間，希
望觀眾沒有把我忘記。(台慶頒獎禮會否出
席？)有兩部劇在選擇中，分別是12月初和月
中開工，所以未知能否出席，自己都想去，因
參加比賽要有體育精神，(預 輸？)咁多獎和
人，輸贏都會有機會，自己都做得幾好，所以
有份提名。」
阿佘心水的「視后」人選有米雪、楊怡和徐
子珊，自己都不錯，她說：「對我來說每個角
色都很難演，對其他演員都一樣，好似徐子珊
的毒后是很難做，她發揮得不錯，有份入圍的
演員都是我勁敵。」
有指黃智賢和曹永廉因無緣角逐感到不滿，
阿佘坦言沒有留意入圍名單，但認同二人的演
技很好，至於是什麼原因無份入圍便不清楚，
但會支持他倆人。

梁靜儀) 近日又傳出藝

軍張慧雯（Candy）
，

大跳改良版《江南style》，名為
《乜都食鬼晒》。問到鵬哥可會
再扮荷里活型男畢彼特？他卻
稱不會扮了，因要戴假髮很麻
煩，扮羅文就會。
談到劉青雲憑《奪命金》成
為出爐金馬影帝，杜琪 亦憑
該片奪得「最佳導演獎」
，有份演出該片的鵬
哥聞言即恭喜二人，又表示已致電恭喜他們，
並指已相約出來食飯慶祝。

■吳啟華(右)與盧海鵬(中)拿 劇本落力對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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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華表示會客串演出第二場的醫生一角，由
於飾演一名搞笑的醫生，所以他會用誇張的演
繹方式去演，或會扮個
的醫生。問到可
擔心鵬哥演出時會爆肚？他笑謂不怕。明年無
開拍的《On call 36小時》續集，啟華亦會
回巢演出其中一個醫生角色，但他否認是做
回「程至美」
，他說：「公司初時都係話叫我
做『程至美』
，但後來問我想唔想做，我話唔
想，所以創造了一個新角色畀我。」啟華
否認是抗拒再做「程至美」，只是演新的
角色較有挑戰性及好玩一些。
啟華婚後定居北京，他表示每個月也會
回港兩、三次，而他最難過的是每次女兒送
機也會喊到涕淚交流，幸好近兩次的情況已有
好轉。他透露下個月5日是女兒的4歲生日，屆
時太太將攜同女兒來港慶祝，計劃帶女兒去主
題公園玩，讓她挑選喜歡的禮物，不過他估計
女兒最想是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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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華決賽」候選亞姐見傳媒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
《ATV 2012亞洲小姐競選》
「大中華
決賽」20位候選佳麗昨日穿上tube
dress首度會見傳媒，並作自我介紹。
除了有6位「港澳特區」代表，有4人
分別來自加拿大多倫多、美國西岸、
馬來西亞及台灣、其餘10位便來自內
地賽區。今屆佳麗的學歷偏高，都是
大學生，其中兩名更是碩士。現場所
見，有3位佳麗紋身，分別是9號葉詩
琪、17號梁晨晨及20號孔芊芊，年紀最
大便是29歲空中服務員15號佳麗吳娟。
3號陳彥蓉以「港澳特區賽區」冠軍
身份晉身「大中華決賽」
，令她感到一
定壓力，不過依然對自己充滿信心，
會繼續加油。說到有佳麗紋身，她表
示今日才見到，但會尊重大會標準，
自己則不敢紋身，因怕痛。

問到他聖誕如何度過？他表示聖誕節前
夕會在台北小巨蛋舉行個唱，25日就會
飛往北京出席活動。他謂已很多年都是
過寂寞聖誕，就像老公公一樣。問到現
時可有喜歡的女生？他笑說：「沒有，
(可喜歡香港的女生？)香港女生個性比較
強一點，很有主見。」台上他叫粉絲把
握愛情，他表示以前也有把握過愛情，
但現在會隨緣，反而媽媽比他焦急。
近年炎亞綸與汪東城(大東)經常被傳
整容，近日有報道指他們的樣子愈來愈
似，問到他可會不開心？他略帶尷尬地
笑 回應：「不會不開心，只是拍攝角
度及髮型影響，(可擔心粉絲無法分辨
他們？)哪會呀！」

3位紋身佳麗也入圍

婚？)我肯定是未婚，參選時也要申
報。」
9號來自馬來西亞賽區亞軍的葉詩
琪，現年19歲，是一名大學生，在頸
背位置有紋身的她說：「在馬來西亞
地方紋身是種藝術，我背上的V字紋身
沒有特別意思，純粹圖案特別，(為男
友整愛的紋身？)我沒有男友。」
現年26歲的17號梁晨晨，手臂和小腿
都有紋身，她說：「腳上的百合花是

我喜歡的花，感覺很美，所以小時候
已經紋身，手上的英文是我名字，(身
上還有紋身嗎？)這是秘密。」20號孔
芊芊，現年18歲是一名學生，腳上紋
有花貓圖案，她說：「大家經常以為
我紋的是老鼠，其實是貓，自己紋身
沒有特別意思，只是跟同學鬧 玩，
亦相信不會對選美有影響，因這是看
綜合的實力。」亞視「大中華決賽」
將於下月15日舉行，並於16日錄播。

29歲吳娟屬最高齡佳麗
最高齡的15號佳麗吳娟不介意被指
是年紀最大的一位，不怕會給比下
去，反而優勝之處是更成熟，會更有
信心。問她為何29歲才參選？她說：
「我想這是緣份，(之前有佳麗隱瞞已

■20位大中華賽區候選佳麗首次見傳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