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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Ada聲言奶粉錢不易賺，
但近日便以1,200萬購入九龍

站凱旋門一個數百呎單位，Ada笑
到四萬咁口說：「都是辛苦錢，
不過好開心，老公好努力工作，
由於每日要湊女兒返學，中間有
幾小時空檔先接放學，也沒理由
帶 細女在街Hea，我們住在元朗
太遠，為求方便，便購下這單位
只用來休息。（為何不索性搬到
市區居住？）市區的樓宇太貴。

（新單位是老公張晉畀錢投資？）
係呀，梗係佢話事。（業主有無
你名？）佢落晒我個名，不過我
們講心唔講金，哈哈。」

忙湊女少時間追劇

說到有線將於下月推出「整容」

真人騷節目，當中會有血淋淋畫
面，問到作為媽咪的Ada覺得小朋
友適合看嗎？Ada笑說：「咁要快
些播，我個女咁細唔識睇，自從
囡囡開始返學後都沒時間看電
視，晚上又會依照女兒的節奏早
睡，翌日早上起來便要湊返學做
阿四，所以現時好少時間追劇，
其他台播什麼都沒所謂。」

對於香港電視不獲發免費電視
牌，Ada認為作為藝人和觀眾，都
希望每件事百花齊放。Ada透露正
跟幾部電影接洽中，最感恩是傾
談中的工作都不是太困身，可以
多些時間照顧女兒，其他新聞如
有時間先去了解，不過有時間倒
想帶女兒外出了解一下世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

電影《掃毒》3位主角劉青雲、
張家輝和古天樂以歌聲打響宣
傳口號「一世兄弟 今朝去 幾時
還」，與組合Rubber Band聯手
演繹鄭少秋經典金曲跨世代版
為電影起「勢」，大賣兄弟情。
導演陳木勝在片中，特別揀了
秋官在80年代唱至街知巷聞的
的金曲《誓要入刀山》作為青
雲、家輝、古仔之間的一首兄
弟飲歌。陳導透露在戲中每遇
上困難時，三兄弟便會哼唱起
這首伴 他們成長的歌曲互相
打氣。

雖然青雲、家輝和古仔並非歌
手，但三人在錄音室錄唱這曲
時卻絕不馬虎，家輝更參考
Rubber Band的重新編曲，演繹
了一個深情版出來，且自爆的

笑說：「其實我很喜歡唱歌，
而喜歡程度拍得住張學友，不
過喜歡唱歌又不一定要做歌
星，所以我開心今次在戲中能
用得上這首歌，將我們三兄弟
的情感帶出。其實當年我也曾
經以秋官腔哼唱此曲，也有板
有眼的。」青雲跟家輝剛好相
反，他靦腆地笑謂：「我雖然
很喜歡秋官這首歌，但我本身
是不喜歡唱歌的，也沒必要讓
大家受苦啦！」至於自十年前
出過唱片後，古仔一直未有入
過錄音室錄歌，他坦言今次跟
青雲和家輝唱這歌的感覺很有
趣，他回想當年笑說：「我細
細個便睇青雲做戲，到我讀中
學差不多畢業時，就睇家輝做
戲，我沒想過會有機會與兩人
一起合作拍戲，現在還一起唱

歌 ， 所 以
戲 內 戲 外
真 的 感 受
到 兄 弟 的
感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18位

「ATV 2013亞洲先生競選」候選者昨

天出席亞視播放劇集《詠春傳奇》活

動宣傳，並穿上運動裝打扮即席學習

詠春，16號劉健偉出現下體現形情

況，事後他表示不會尷尬，因男士做

運動穿運動褲，有這事發生很正常，

並且是日服裝由大會安排，其他候選

者都是穿一樣的褲子。至於被指曾拍

下露毛照片的2號喬冠文，坦言拍攝時

雖沒穿褲子，但也有拿東西遮掩重要

部位，並表明只是藝術照片而已，他

還指往後若再拍藝術照片，不會再有

如此大膽的尺度，並指大會也會因此

事而罵他，活

動公關聞言即

提點他，隨後

喬冠文改說是

大會提醒他要

刪除照片。而

現身活動當嘉

賓講解詠春歷

史的冼國林，

表示被愛徒陳

嘉桓打傷，令

到右手受傷需

包紮。

中央社 「金馬大明星」昨晚(23日)推出導演李安訪談，他分享自己的金
馬初體驗，印象最深竟是入場前跟成龍、劉德華等人站一排一起小便。

金馬50》每晚8時13分推出的「金馬大明星」系列專題，今晚放上導
演李安的訪談內容，他提到自己對金馬的第一個印象，竟是他第一次參加
金馬獎時，與眾多男星一起在廁所小便的場景。

李安逗趣地說，第一次參加金馬獎，要入場的時候就去上一下廁所，在
小便池那邊，成龍、劉德華一排全是巨星，大家相視而笑，「那時候我覺
得人生還是不錯，這麼多明星跟我站在一起小便」。李安說完，自己也忍
不住大笑。

當時第28屆金馬獎，李安以《推手》入圍多項大獎，但除了男主角郎雄
及女配角王萊拿獎外，李安並沒有抱回其他獎項，最後李安獲頒評審團特
別獎。

李安也提到他投入最深一部片是《色，戒》，因為離他自己的恐懼最
近，忌諱也是最深的一部，拍完以後覺得損耗跟受的內傷也最重，「我拍
完以後到現在還不敢看它，可是越不敢面對吸引力就越大」。而《臥虎藏
龍》則是李安認為拍得最辛苦的一部，拍到神經也拍壞了的感覺，但這部
片最後拿下第37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

李安金馬初體驗 大明星齊尿尿

白健恩孖陳文婷
捧前輩場偷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白健恩
（小白）、陳文婷一向老友鬼鬼，兩人
都是唱得之人，正籌備慈善音樂會，
所以一有其他音樂會，一定孖住汲取
經驗！日前工作後匆忙趕往欣賞前輩
周啟生的《Carpenters Once More》音
樂會，亦因好友郭秀雲做表演嘉賓，
兩人更想支持她。被問及是否覺得香
港電視未能得免費牌而不值？小白表
示觀眾多一個選擇自然是好事，自己
現階段最想多拍電影及電視劇，自由
度大了，能自由亮相不同電視台，如
果多了免費台便多一個機會拍劇及多
元化發展！

鍾漢良
千萬代言網路遊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鍾

漢良前日在北京出席《新天龍八
部》網路遊戲發佈會，遊戲內的
音樂製作邀請了台灣金馬獎得
主、仙劍音樂之父駱集益親自操
刀創作，這次發佈會特別邀請過
百位國內頂級交響樂團現場演奏
遊戲內的多首曲目，別開生面。

在交響樂音樂會演出接近尾聲
時，當眾人的目光都被預告片內
容吸引時，「雙面喬峰」的飾演
者鍾漢良以遊戲代言人現身舞
台，令整個音樂廳的氣氛變得更
澎湃。鍾漢良以擂鼓助陣為交響音
樂會作尾聲，隨後宣佈其《新天龍八部》微電影將於在明天全球隆重播
出，並透露劇中有很多突破，他飾演正邪喬峰有情深義重的大俠型，也有
滿手血腥殺戮的復仇者，跟他之前所演的喬峰有點不同，他也很期待拍攝
出來的結局。另外，有說鍾漢良為今次的代言費高達千萬，一般來說，明
星代言網遊身價通常約7位數，足證鍾漢良的人氣及吸金力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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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便湊女上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蔡少芬

（Ada）連續兩年擔任奶粉品牌的代言

人，作為媽咪的她做奶粉代言人，因利成

便，其大女兒「湯圓」一直受惠，至於7

個月大的細女「包子」待一個月後戒掉母

乳，便開始飲用該奶粉。Ada昨日心情大

好，透露為求方便她湊女上學，老公張晉

以她的名義斥資

1,200萬購入凱

旋門一單位。

■蔡少芬和張晉

夫婦向來愛錫一

對女兒。

李治廷否認送冰冰鑽戒
阿Sa照顧病犬徹夜難眠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梁

靜儀）梁漢
文、蔡卓妍

（阿Sa）、李
治廷及洪卓
立等，前晚
出席男裝品
牌活動，雙
眼通紅的阿
Sa，表示整
晚無睡覺，
因家中的愛
犬晚上不停

嘔，早上又要送牠入院。說到她
對動物都如此緊張，將來有BB豈
不是緊張大師？阿Sa笑言也有想
過這問題，將來對住子女一定會
緊張，但不會是怪獸家長。男友
陳偉霆是否也是緊張之人？阿Sa
指男友思想較為開放，隨遇而
安。不過她與男友暫時也未打算

生，大家仍在搏殺期，打算到40
歲才生B。問到可會接受奉子成
婚？阿Sa也不抗拒說：「最好唔
好啦，一步步來，但如果真的不
小心都係上天送的禮物。」

阿Sa與男友生日只相差一天，
她表示原本生日想請假，但經理
人Mani要求她不要放假，但不知
做甚麼，如工作就要視乎酬勞。
問到是否與男友一起過生日？阿
Sa表示不知道，因男友經常在內
地，也未想到送甚麼禮物。

洪卓立養起湯怡

另外，提到TVB成立的「星夢
娛樂有限公司」，將由星煥國際
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及董事總經理
何哲圖出任行政總裁，身為英皇
歌手的阿Sa可怕會被分薄機會？
她笑言不擔心。阿Sa師弟洪卓立

（Ken）則表示先做好自己，獎項
暫不會去想。阿Ken表示近日正

積極操Fit，更為此花了6位數字
置新裝。他又自爆女友湯怡最近
為了香港電視不獲發牌好煩惱，
問到他會否養起女友？他即笑
道：「這是最後選擇，真係無後
路先，咁後生唔擔心前景。」

李治廷近日推出全新派台歌
《不可思議》，他指歌詞是講述愛
上一個女仔變得不可思議。問到
是否他的寫照？他表示歌詞不是
自己寫，但自己唱到未試過的感
情 。 問 到 會 否 邀 請 范 冰 冰 拍
MV？他表示還未想，但自己可
以揀。

說到日前冰冰收到鑽戒，治廷
聞言即否認：「唔係我送的，如
果是我，會送首歌畀佢，用錢買
唔到。」問到可會八卦是誰送戒
指，跟對方拗手瓜？他笑道：

「唔會，我係李小龍，講笑 。
（未驚過？）戀愛唔係競爭，唔
係鬥贏定輸，係看緣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鄧紫棋（G.E.M.）昨日出席慈
善機構「小母牛」的活動，藉
此提議大家以跳舞來減壓，
G.E.M.更分享以前曾學過體操
和跳舞，故此，拱橋和一字馬
的動作，對她沒有難度，大家

笑問她學跳舞時，有否趁機結
識男生？G.E.M.笑說因是讀女
校，都是跟女伴共舞，當說到
她大可找緋聞男友林宥嘉當男
舞伴？G.E.M.忍不住笑說：

「他肯跳舞應該幾好笑，之前
在他演唱會看過他跳《對你愛

不完》，覺得很搞笑。」
說到成龍發表希望災難發生

令人類更團結，G.E.M.不欲
多說：「前輩的說話，後輩
不宜給意見，但我想好多事
情不是去到極端才會令人團
結的。」

G.E.M.取笑林宥嘉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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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號喬冠文及16號

劉健偉昨日成傳媒焦

點。

■G.E.M.宣

揚以跳舞來

減壓。

■劉青雲 ■張家輝 ■古天樂

■白健恩與陳文婷正籌備音樂會。

■鍾漢良(右)以遊戲代言人身份現

身舞台。

■李治廷認為作歌

送給人更具誠意。

■蔡卓妍偕師弟洪卓立出席活動。

■老公識做贈凱旋門一

單位，蔡少芬心甜。

■蔡少芬代言奶粉因利

成便，更落力宣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