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蔡少芬
（Ada）與兩位拍檔投資共8位數的童裝
品牌Motion Picture昨日正式開張，Ada

與 老 公 張
晉、大女楚
兒及幼女信
兒一家四口
齊齊出現為
新店剪綵。

Ada 坦 言
由構思品牌
到終於開店
感到高興，
笑言當店舖
是 第 三 個
BB。張晉就
恭喜太太榮

升「蔡總」，他笑道：「看不出太太如此
有藝術細胞，家中都掛滿了她的作品。」
Ada就大讚長女「湯丸」楚兒給了不少意
見，幫她挑選款式。Ada笑道：「希望這
個聖誕新年有多些家長帶小朋友來買衫，
如果在派對上見到他們穿，我會覺得好
開心又親切。」

近期人氣節目《爸爸去哪兒》大受歡
迎，Ada坦言也有收看節目。問到有否邀
請張晉與女兒上節目時，Ada說：「有人
找過老公，但節目起碼要3歲小朋友才能
參加，楚兒現在仍細，講說話不太流利，
論湊女我覺得老公比其他爸爸好很多。」
Ada指楚兒現在很黐爸爸，跟爸爸一起睡
又謂最喜歡爸爸的鬍鬚，令她有點失落和
心痛，但也令她明白為人父母要慢慢學習
放手，因孩子長大後始終都會離開父母。

投資童裝店開張

「蔡總」獲張晉攜女到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林嘉欣昨
日到尖沙咀出席《安徒生會五十周年童話
列車巡遊》，為配合童話列車推廣閱讀風
氣。嘉欣又即場演繹悉心挑選的故事《你
是一隻獅子」，她表示這本書可以開闊小
朋友的想像空間，以及藉模仿動物時可
以伸展筋骨，因時下小朋友都重功課甚
少郁動。

她又笑言昨日像考試，因平日只是對
女兒講故事，昨日就要講給幾十位小朋友
聽，但覺得很有意義。問到她平日講故事
是否很生動？她笑道：「我講故事都
OK，每晚都會講故事畀個女聽，同一個
故事可以講上8次。」她謂平日不讓女兒
睇電子書，所以女兒都喜歡拿起書本閱
讀。

產後多時的嘉欣，表示近日都是忙於湊
女，之前雖然有人找她拍戲，但看完劇本
都未有令她想即時開工的衝動。雖然已是

兩女之母，但嘉欣卻極度抗拒演母親角
色，她說：「怕做一次以後就定型，唔係
唔接受到自己做咗媽咪，因為合埋眼都識
做，(想做返少女角色？ ) 係呀，真係一個
考驗，仲有想演一啲騎呢角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
慶全）《送炭到泰北慈善
晚會》前晚筵開70席，大
會邀請到薛家燕、胡楓、
Joe Junior、港姐蔡思貝及
歐陽巧瑩等出席支持。家
燕姐擔任「泰北愛心大
使」，她表示早於1996年
已參與支持這項活動，過
去有捐出物資到泰國給予
華人興建學校，希望能改
善到當地中國同胞的生
活。而前晚其學校學生在
亞洲博覽館有演出，故她
也要走兩場。

今個聖誕節，家燕姐將
會到韓國旅行，但子女各

有節目不會陪她，而她偷
空兩天到韓國也是想放假
充電，實行瘋狂購物和吃
個夠，問她是否與男友同
行？她則笑指現沒有男
友。問為何不要求大女石
佑珊與未來女婿王梓軒一
起去，家燕姐笑說：「人
家也要陪家人，而且不好
誤會！越講越似就大件
事！」

應屆港姐歐陽巧瑩及蔡
思貝都經常做親善探訪，
蔡思貝指曾醒明辦這活動
有30年，如果請到假她們
也想隨行，主要是彼此也
是中國人，好應該幫忙，

為慈善即使自費也不會介
意。歐陽巧瑩都希望能夠
多籌善款，幫助當地小朋
友興建更多學校提供教
育。

林嘉欣抗拒演人母

家燕姐計劃赴韓充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吳千語，胡渭康，白
健恩，陳逸寧及Alice B等人前晚出席威士忌品牌派
對，早前被拍到與男友林峯日本旅行的千語，未知是否
怕被問到由男友代買胸圍，未有接受訪問只拍照。

憑《春嬌與志明》走紅的陳逸寧（Isabell），原來早
前秘密結婚生仔，囝囝現已6個月大。「奉子成婚」的
Isabell表示與老公剛在上月補擺喜酒，當時她仍在坐月
感覺辛苦，問她有沒請教楊千嬅湊仔餵奶心得，她說：
「我餵了100日人奶，有打給千嬅問下，我們間中有聯
絡但不算多。」至於會否再追多一個，她說：「暫時未
有打算，老公都沒要求。」

白健恩將與 Jessica C 及趙勁皓等參演舞台劇「伊
甸」，他坦言劇中角色造型很性感，與趙勁皓都會穿短
褲仔示人，所以近期都勤操弗。

■■童心未泯的林嘉欣率童心未泯的林嘉欣率
領小朋友們扮鬼扮馬領小朋友們扮鬼扮馬。。

■■薛家燕與港姐蔡思貝薛家燕與港姐蔡思貝
及歐陽巧瑩做善事不遺及歐陽巧瑩做善事不遺
餘力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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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時，華仔大讚年僅10歲的小演員陳沛妍演技了
得：「 近兩年經常有機會與小朋友合作，有些小

孩只可演繹性格與自己相似的角色，但沛妍本身好活潑
及調皮，卻成功演繹自閉症角色，好厲害！」而沛妍則
解釋自己已非首次拍電影，並如數家珍地說：「差不多
有十部，好似《我老公唔生性》及《潛罪犯》等。」華
仔聞言即笑說：「你比很多新演員資深。」

問到日後會否批准女兒入行？華仔即大耍太極：「到
時再說吧，任她自由發揮。（若女兒有興趣便支持？）
太遠了，現在尚有太多未知之數。」談到10歲的沛妍已
是資深演員，他即笑說：「等她(女兒)10歲時再告訴
你。」再追問女兒是否遺傳了其表演天分時，沛妍誤以
為記者是問自己，更即時搶答，令華仔鬆一口氣。華仔
隨即誇獎她聰明，及時為他解圍，並客氣地向沛妍道
謝，認真搞笑！

此外，施祖男表示，戲中九成動作場面均是親身上
陣，女友邵美琪亦明白演員的專業，沒有太擔心。問到
女友會否捧新片場，他直言對方忙於工作，相信要待出
DVD時才有空欣賞。

《爸》片亞太影展逐4獎
由陳哲藝執導的新加坡電影《爸媽不在家》在金馬獎擊

敗王家衛的《一代宗師》，勇奪「最佳劇情片」大獎，陳
導亦勇奪「最佳新導演」一獎。今次《爸》片在《第56
屆亞太影展》亦獲得最佳影片、女主角、女配角及編劇四
項提名，陳導演昨日受訪時表示對獎項平常心：「做人不

要太貪心，這部電影一路以來的收穫已比預期多。」

亞太影展明年移師泰國
《第56屆亞太影展》昨晚舉行「澳門之夜」活動，籌

委會主席曾志偉與一眾電影《澳門街》演員如苗僑偉、
葉童及周柏豪等均有出席。志偉表示由於多個參賽國家
每年都增派代表出席影展，人數較往年已多出3倍，超
過600名代表齊集澳門。他說：「今年經費用了2千多
萬，較去年多出三分一，決定明年移師泰國舉行，後年
就會到馬來西亞。」

「三哥」苗僑偉與「三嫂」戚美珍結伴同來，三哥表
示太太有為《澳》片幫手做幕後工作，他為支持志偉只
收友情價演出，與蔡卓妍合演其中一個單元《嚇鬼》。
三哥一對子女早前分別被
刊登親暱照，他不介意
道：「最重要是相片靚，
不要大驚小怪，年輕人不
拍拖才不正常。」

周柏豪片中與葉童、方
中信合作單元《水泥》，
他表示自己因有幽閉恐懼
症，其中一幕要他浸在水
泥半分鐘，令他的恐懼指
數爆燈，完成拍攝後更抽
筋兼痛哭。

陳逸寧秘婚產子

■■蔡少芬一家四口齊蔡少芬一家四口齊
為新店剪綵為新店剪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身兼電影《風暴》出品人、監製及演員三職的劉德華，前日

率領一眾演員現身澳門記者會後，晚上再馬不停蹄出席首映禮，而女主角姚晨更大晒美腿，明

艷照人！華仔向來都不多談及家人，而有記者問到女兒是否遺傳了其表演天分時，小演員陳沛

妍以為是問她，即時搶答，正好誤幫華仔解圍。

■■陳逸寧曾請教楊陳逸寧曾請教楊
千嬅湊仔心得千嬅湊仔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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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仔大讚小演員陳
沛妍演技了得。

■■台灣組合台灣組合Lollipop FLollipop F 44子西裝骨骨現身子西裝骨骨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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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一套導視
10:32 電視劇 新施公案
11:18 一套導視
11:19 電視劇 新施公案
12:05 一套導視
12:07 電視劇 新施公案
12:53 一套導視

8:00 中國新聞
9:00 流行無限

10:00 中國新聞
10:12 中華醫藥
11:00 中國新聞
11:10 精彩一刻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00 體育在線
1:30 走遍中國
2:00 中國新聞
2:10 遠方的家
2:55 遠方的家
3:45 中華之光-傳播中華文化

年度人物頒獎盛典人物介紹
3:50 中華之光-傳播中華文化

年度人物頒獎盛典人物介紹
4:00 中國新聞
4:10 遠方的家
5:00 中國新聞
5:10 中華之光-傳播中華文化

年度人物頒獎盛典人物介紹
5:15 城市1對1
6:00 中國新聞
6:15 中國文藝
7:00 中國新聞
7:15 雙語劇場 火藍刀鋒
8:00 走遍中國
8:30 海峽兩岸
9:00 中國新聞
9:30 今日關注

10:00 流行無限
11:00 今日亞洲
11:26 中國文藝
12:11 文明之旅
1:00 中國新聞
1:15 體育在線
2:00 新聞聯播
2:35 精彩一刻
2:50 天天飲食
3:00 流行無限

7:10 一個爛賭的傳說
9:05 龍在江湖

11:20 爛賭夫鬥爛賭妻
1:20 暗花
3:05 戲王之王
5:30 九星報喜
7:15 導火線
9:00 森美海底歷險

10:45 絕種鐵金剛
12:40 黑白戰場
2:35 絕世好賓
4:45 三國之見龍卸甲

6:00 FIBA 籃球世界
6: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8:00 FIBA 籃球世界
8:30 世界盃體操賽-馬里博爾站

10:30 FIBA 籃球世界
11:00 全國乒兵球錦標賽
1:00 FIBA 籃球世界
1:30 體壇『撐、撐、撐』
2: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3:30 世界盃體操賽-馬里博爾站
5:30 FIBA 籃球世界
6: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7:30 體壇『撐、撐、撐』
8:00 全國乒兵球錦標賽

10:00 FIBA 籃球世界
10: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12:00 FIBA 籃球世界
12:30 世界盃體操賽-馬里博爾站
2: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4:00 全國乒兵球錦標賽

6:00 料理狂人
7:30 IRIS 2

10:00 半澤直樹
11:00 安堂機械人
12:00 料理狂人
2:00 沙希
4:00 男人戀愛時
6:30 半澤直樹
7:30 安堂機械人
8:30 沙希

10:30 男人戀愛時
1:00 沙希
3:00 男人戀愛時
5:30 沙希

無綫劇集台

■■曾志偉昨晚出席曾志偉昨晚出席「「澳澳
門之夜門之夜」」活動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