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昨日台灣男星溫日台灣男星溫
昇豪昇豪、、日本女星日本女星

池端玲名池端玲名、、韓星延政韓星延政
勳勳、、馬來西亞女星童馬來西亞女星童
冰玉與無綫的佘詩冰玉與無綫的佘詩
曼曼、、鍾嘉欣鍾嘉欣、、徐子徐子
珊珊、、馬國明等人馬國明等人，，一一
起出席在電視城舉行起出席在電視城舉行
的首映禮的首映禮。。在首映禮在首映禮
上上，，無綫高層鄭善無綫高層鄭善
強強、、區偉林區偉林、、寰亞寰亞
主席林建岳主席林建岳、、韓國韓國
電視台高層等人擔電視台高層等人擔
任主禮嘉賓任主禮嘉賓，，現場現場
播放播放44套音樂電影套音樂電影
的精彩片段的精彩片段。。
鍾嘉欣則與延政鍾嘉欣則與延政

勳合作到韓國拍攝勳合作到韓國拍攝
外景外景，，對方正是嘉對方正是嘉
欣偶像韓佳人的老欣偶像韓佳人的老

公公。。嘉欣稱拍攝期間天氣寒冷嘉欣稱拍攝期間天氣寒冷，，拍攝時嘴唇也凍到僵拍攝時嘴唇也凍到僵
硬硬，，她又替延政勳改花名叫勳勳她又替延政勳改花名叫勳勳，，大讚對方可用英大讚對方可用英
文溝通文溝通。。
嘉欣又表示今次與延政勳合作學了不少韓文嘉欣又表示今次與延政勳合作學了不少韓文，，

但她記性不好很快就忘記但她記性不好很快就忘記，，幸也學得如幸也學得如「「衰人衰人」」等的韓語等的韓語。。至於延至於延
政勳被問到知否被嘉欣改花名叫勳勳政勳被問到知否被嘉欣改花名叫勳勳，，他起初不知道他起初不知道，，經翻譯解釋經翻譯解釋
後才得悉後才得悉，，並說並說：「：「感覺很感覺很CloseClose，，在韓國大家只會叫前輩在韓國大家只會叫前輩，，較具較具
階級觀念階級觀念，，這樣的稱呼有新鮮感這樣的稱呼有新鮮感。」。」

延政勳讚港延政勳讚港女女「「好嘢好嘢」」
延政勳很高興能夠與香港人拍戲延政勳很高興能夠與香港人拍戲，，感覺新鮮感覺新鮮。。問他問他

對香港女仔有何印象對香港女仔有何印象，，嘉欣即代解圍指對方已有靚太嘉欣即代解圍指對方已有靚太
太韓佳人太韓佳人，，延政勳就笑答香港女仔是延政勳就笑答香港女仔是「「好嘢好嘢」。」。
今次與美女鍾嘉欣合作今次與美女鍾嘉欣合作，，笑問太太韓佳人有否笑問太太韓佳人有否

呷醋呷醋？？延政勳指太太為人大方延政勳指太太為人大方，，嘉欣也稱在戲中嘉欣也稱在戲中
最親密的動作只是餵對方吃魚蛋最親密的動作只是餵對方吃魚蛋，，並指韓佳人並指韓佳人
是她心目中的女神是她心目中的女神。。

童冰玉初見阿佘感害怕童冰玉初見阿佘感害怕
佘詩曼與馬國明在戲中是一對佘詩曼與馬國明在戲中是一對，，首次正式首次正式

與阿佘合作的馬明鬼馬地說與阿佘合作的馬明鬼馬地說，，當年在劇集當年在劇集
《《十月初五的月光十月初五的月光》》曾扮演她的同學曾扮演她的同學，，但只是但只是
站在她的背後站在她的背後。。大馬女星童冰玉在戲中與阿佘大馬女星童冰玉在戲中與阿佘
爭奪馬明爭奪馬明，，她坦言初次接觸阿佘時她坦言初次接觸阿佘時，，覺得對方覺得對方
是大家姐是大家姐，，感覺有點怕感覺有點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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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林嘉欣前晚出席慈善活
動《愛·願成真慈善活動揭
幕》，除代表病童將「麵粉
水仙」贈予義工團隊外，又
即場協助炮製心形綿花糖，
愛心爆棚。
誕下兩女後，嘉欣致力慈善活

動，前晚在活動上見到由病童所造的
麵粉花即讚不絕口，指製成品很逼
真，並說：「知道製作這盤水仙的病
童只有12、13歲，正正是人生的開
始，但卻要面對疾病，還懂得正面面
對，好值得學習。」嘉欣表示亦希望

帶女兒參與義工活動，從小灌輸關愛有需要人
士的訊息。問到會否為小朋友捐出利是做慈

善？她笑指女兒對錢沒有概念：「她們現在不知道利是是甚麼，當大富翁
這樣玩，我會幫她們儲起，等她們對錢有概念才問女兒，由她們經過思考
主動捐出先有意義。」
農曆新年將至，嘉欣表示今年會留港過年，稍後要忙於辦年貨，但就已

為女兒準備新衫。以往忙於拍戲的嘉欣，現變為家庭主婦，問到她可有不
習慣？她笑謂近三年也是這樣過，而今年就多了細女，她更逗得老人家很
開心，看來嘉欣很享受家庭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凡文）睽違
近3年，孫燕姿回歸樂壇，距離其巡
唱尚有3星期，燕姿為求保持最佳狀
態，她除在新加坡固定會上瑜伽課
外，還自行加碼請健身教練做一對
一的訓練課程，並特別來港找著名
舞蹈老師Sunny Wong練舞。此趟行
程密集排舞 7天，一天練足 10小
時，3年多沒習舞的燕姿，第一天要
找回舞感有點小辛苦，還好燕姿的
節奏感很好，第二天開始就如魚得
水，但其中一段眾人將燕姿高高抬
起，看似輕鬆其實是平衡力大考
驗，燕姿一度差點從高空跌下，旁
邊的工作人員都捏了一把冷汗，經

理人還一度要跳出來改舞，所幸舞
蹈員個個用肉體護主，讓燕姿可安
心地展英姿。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梁靜
儀）伍允龍、
孫佳君、詹瑞
文(詹 Sir )、林
嘉欣及陳偉成
等昨日出席有
線節目《為食

情報局》記者會，詹Sir與嘉欣又送上一對拳
套給主持，寓意節目能打倒友台、打出名堂。
伍允龍表示大學時期有下廚，亦有跟母親

學煮食，問到女友鍾嘉欣有否試過他的手勢？
他說：「很多朋友都有試過，嘉欣食過都覺得
OK。」早前嘉欣曾透露希望35歲前生BB，
他笑道：「That's a good wish！(會否幫她達
成願望？)等神安排啦，（神對你好唔

好？）好，不過自己都有計劃。」再
追問到他何時生B？他笑道：「結婚後
生仔，（幾時結婚？ ）無設定年紀，順
其自然啦，（即是5年內結婚生仔？）有，
你就會知。」
早前嘉欣大讚他主演的新戲《惡戰》，又稱

想再與他看多次，伍允龍表示有機會會再與嘉
欣看多次。至於嘉欣可有當面讚他？他透露嘉
欣有讚他的打戲，文戲也有畀意見。至於身材
呢又可有讚？他說：「她知道好辛苦去練，不
是只看身材，是看整體。」
同場的孫佳君換上一頭短髮，留了長髮多年

的她卻未有不捨，因方便打理。她又透露在
《為》節目中會談到性話題，但不會因此而尷
尬，認為時代開放，而且她也不是細路女，若
收埋不說別人還以為她扮玉女哩。

孫燕姿練舞險從高處墮下

自嫌年紀大自嫌年紀大
高海寧接泳衣騷會怯高海寧接泳衣騷會怯

林嘉欣儲起女兒利是

日後行善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吳文釗吳文釗））無綫早前無綫早前

請來亞太地區當紅歌手及藝人合作請來亞太地區當紅歌手及藝人合作，，到到

日韓及新加坡等地拍攝日韓及新加坡等地拍攝《《A Time OfA Time Of

LoveLove愛情來的時候愛情來的時候》》跨國愛情音樂電跨國愛情音樂電

影影。。鍾嘉欣更有機會與其偶像鍾嘉欣更有機會與其偶像、、韓國韓國

紅星韓佳人的老公延政勳合作紅星韓佳人的老公延政勳合作，，鬼馬鬼馬

的嘉欣更替身為前輩的延政勳改花的嘉欣更替身為前輩的延政勳改花

名名，，延政勳對此直言感到新鮮延政勳對此直言感到新鮮，，因在因在

韓國階級觀念較重韓國階級觀念較重，，平時大家多會向平時大家多會向

前輩說敬語前輩說敬語。。

喜與偶像老公做對手戲
喜與偶像老公做對手戲

替延政勳替延政勳
改花名改花名鍾嘉欣鍾嘉欣

女友冀35歲前生B
伍允龍坦言有計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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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高
海寧、湯盈盈、薛家燕與錢小豪等
人前晚參與錄影新春節目《保良金
馬賀新春》，高海寧新一年工作排
得密麻麻，一劇接一劇，連新年假
期也接騷賺外快，她坦言想盡早完
成置業目標。
近期趕拍新劇《大藥坊》的高海
寧，天氣寒冷也要拍攝一幕出浴
戲，故希望工作人員能為她準備熱
水。一直恨買樓的高海寧希望今年
能成功置業，她說：「原本看好的
700萬單位不知為何加價50萬，我
要拿300多萬做首期實在不行。」提
議她可多接兩個泳衣騷來補數，她
笑道：「接10個都未夠，而且現在

覺得自己老，穿少些都會怯，可能
身邊太多90後女仔，自己似阿姨，
都是靠實力賺錢。」
錢小豪笑言自己近期變成無綫紅

人，一周內四次來電視城工作，最
開心是擔任勁歌頒獎禮嘉賓，他
說：「想不到我也有份做音樂節
目，不會輸給弟弟錢嘉樂在紅館唱
歌。」至於無綫有沒高層請小豪回
來拍劇，他說：「未有，但角色、
時間配合到都會合作，記得對上一
次拍劇已是95年的事，之後才到台
灣、內地發展。」小豪又自嘲已經
不是小生之列，雖然無綫鬧小生
荒，但像他這年紀的「中生」有很
多實力派演員，所以他未能入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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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選用亞洲各地不同演員電影選用亞洲各地不同演員，，甚有睇頭甚有睇頭。。
■■鍾嘉欣用英鍾嘉欣用英
文跟韓星延政文跟韓星延政
勳溝通勳溝通，，毫無毫無
語言障礙語言障礙。。

■■伍允龍伍允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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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數碼頻道 亞視國際台 有線體育台有線電影1台亞視本港台無綫明珠台無綫翡翠台
6:00 都市方程式
6:25 瞬間看地球
6:30 香港早晨
8:55 瞬間看地球
9:00 交易現場
9:45 金曲挑戰站
9:50 快樂長門人
10:00 雪山飛狐
10:30 跟紅頂白大三元
11:30 宣傳易 及 新聞提要
11:35 交易現場
11:45 換樂無窮 (PG17L)
12:40 宣傳易
12:45 交易現場
1:00 午間新聞
1:15 瞬間看地球
1:20 左右紅藍綠
1:25 都市閒情
2:10 宣傳易
2:15 今日VIP 及 交易現場
2:45 高朋滿座
3:50 閃電十一人II 及 交易現場
4:20 放學ICU
5:20 紙箱戰機W
5:50 財經新聞
5:55 迎妻接福 及 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新聞透視
7:30 東張西望
8:00 愛．回家
8:30 單戀雙城
9:30 新抱喜相逢 及 樓按周轉

有運行
10:30 家家行運菜
11:00 晚間新聞
11:35 新聞檔案
11:40 天氣報告
11:45 瞬間看地球
11:50 娛樂頭條
12:00 今日財經
12:10 宣傳易
12:15 律政新人王II
1:20 宣傳易

6:00 金融概要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9:00 教育電視
10:00 金融行情
10:30 交易現場
11:00 金融行情
11:30 交易現場
11:32 金融行情
12:00 CCTV News - 直播
1:00 金融行情
2:00 交易現場
2:03 金融行情
3:58 交易現場
4:00 猩猩「Sing」 (II)
4:30 環保小先鋒
5:00 功夫熊貓之至尊傳奇
5:30 反斗樂一通
6:00 普通話新聞
6:15 普通話財經報道
6:20 普通話天氣報告 及 普通

話新聞檔案
6:25 財經消息
6:35 世界足球天地線
7:00 鏗鏘集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
7:50 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Lonely Planet 千種新體驗
8:30 全美一叮 (VII)
9:20 環球趣事
9:30 出位餐廳 (II)
10:00 港生活．港享受
10:30 環球金融速遞
10:35 瑞士司馬特約:末日重生
11:30 環球趣事
11:35 財經速遞
11:40 晚間新聞
11:55 瞬間看地球
12:00 心計 (IV)
12:55 醫神 (VII)
1:50 音樂熱點
2:00 出位餐廳 (II)
2:25 港生活．港享受

6:00 型格瘋
6:30 Big Boys Club
7:00 無間音樂
8:00 大食懶加菲貓
8:30 WORKING!!無聊西餐廳2
9:00 千奇百趣寵物營
10:00 幸福選擇題
11:00 80後環遊世界
11:55 跑出我信念
12:00 姊妹淘
12:30 Big Boys Club
1:00 呈獻：7級公務員
2:00 灰姑娘的姐姐
3:00 潮生活
3:15 流行天裁
3:45 讀上癮
3:50 世界那麼大
4:45 飲食男女
5:15 姊妹淘
5:45 潮生活
5:55 大食懶加菲貓
6:25 K-ON!!輕音少女
7:00 娛樂新聞報道
7:30 幸福選擇題
8:30 世界第一等
9:25 跑出我信念
9:30 覓食天下
10:00 姊妹淘
10:30 呈獻：7級公務員
11:30 Big Boys Club
12:00 聖鬥士星矢Ω
12:30 蒼天之拳
1:00 灰姑娘的姐姐
2:00 流行天裁
2:35 世界第一等
3:30 覓食天下
4:00 呈獻：7級公務員
5:00 蒼天之拳
5:30 聖鬥士星矢Ω

6:00 把酒當歌
6:30 亞洲早晨
8:35 ATV焦點
8:45 國際財經視野
9:15 理財博客之即市錦囊
10:15 通識小學堂
10:45 iFit@tv
10:50 ATV每日一歌
11:00 美麗傳說2 星願
12:20 走進上市公市
12:25 當年今日
12:30 十二點半新聞／經濟快訊

／天氣報告
1:00 理財博客之投資多面睇
2:25 iFit@tv
2:30 把酒當歌
3:00 左右紅藍綠
3:05 星動亞洲
3:30 ATV粵曲會知音
4:00 通識小學堂
4:30 獸旋戰鬥
5:00 冒險王比特EX
5:30 星動亞洲 / 當年今日
6:00 六點鐘新聞
6:35 ATV焦點
6:45 經濟快訊
6:50 體育快訊
6:55 天氣報告
7:00 議事論事 / iFit@tv
7:30 香江怒看
8:00 星動亞洲
9:00 黃飛鴻之胭脂馬三鬥黃飛鴻
9:30 六合彩
9:35 黃飛鴻之胭脂馬三鬥黃飛鴻
10:00 國際財經視野 / 當年今日
10:30 夜間新聞
10:55 ATV焦點 / 馬上全接觸
11:10 把酒當歌
11:40 ATV每日一歌
11:50 Sam哥踢館4 <PG>
12:20 高志森微博
1:15 香江怒看
1:45 星動亞洲
2:45 國際財經視野

6:00 Music 120
7:00 新聞早點 -中國新聞報道
7:30 文化報道
8:00 時事縱橫
8:30 時事內幕追擊
9:00 小芬尼火燭車
9:30 The Wiggles
10:00 中央電視台新聞 - 直播:

綜合新聞
10:30 文化報道
11:00 綜合新聞
11:30 看中國
12:00 自然
12:30 中國新聞報道
12:50 Music 120
3:00 教育電視
4:00 我係阿發仔
4:30 花貓大冒險
5:00 歷史知多D
5:30 亞視普通話新聞
5:48 經濟快訊
5:55 天氣報告
6:00 中國新聞報道
6:25 韓國勁歌傳真
7:25 財經匯報
7:30 新聞及天氣報告
8:00 廣東黃金海岸遊
8:30 感官世界
9:00 靈感應
10:00 Warner Music Power

Station
10:05 奇風異俗
11:00 夜間新聞
11:20 感官世界
11:50 萬中無一
12:20 中國新聞報道
12:50 廣東黃金海岸遊
1:20 西藏並不神秘
1:50 奇風異俗
2:50 Music 120

7:15 冒險王
9:10 下一站...天后
11:15 呆佬拜壽
1:20 四月四日
3:05 非常突然
4:55 夏日的麼麼茶
6:55 十萬火急
9:00 拳霸家族
10:55 一個好爸爸
1:15 真心英雄
3:10 回魂夜
4:50 絕世好B

6:00 體育王
6: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8:00 協會盃網球賽決賽 捷克

對 塞爾維亞
10:00 體育王
10: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12:00 體育王
12: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多哈

站
2:00 體育王
2: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4:00 體育王
4:30 協會盃網球賽決賽 捷克

對 塞爾維亞
6:30 體育王
7: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8: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多哈

站
10:00 體育王
10: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12:00 體育王
12:30 協會盃網球賽決賽 捷克

對 塞爾維亞
2:30 體育王
3: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4: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多哈

站

6:00 原來是美男
7:15 求愛365
8:00 遺留搜查
9:00 原來愛．就是甜蜜
10:00 原來是美男
11:05 求愛365
12:00 遺留搜查
1:00 原來愛．就是甜蜜
2:00 求愛365
2:45 原來是美男
4:00 遺留搜查 (PG19)(大結局)
5:00 原來愛．就是甜蜜
5:45 原來是美男
7:00 求愛365
8:00 遺留搜查 (PG19)(大結局)
9:00 原來愛．就是甜蜜
9:45 原來是美男
11:00 遺留搜查 (PG19)(大結局)
12:00 求愛365
1:00 原來是美男
2:15 原來愛．就是甜蜜
3:00 遺留搜查 (PG19)(大結局)
4:00 求愛365
5:00 原來愛．就是甜蜜

無綫劇集台


